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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泊



湖泊
#inLombardia

 杂志

湖泊是史前⽣活和⽂明形态的“教母”，将外域对意
⼤利的⼊侵威胁挡在门外，让诗⼈和作家们着迷。
伦巴第⼤区的湖泊拥有丰富的故事，等待着您在环
游湖畔期间，或直接进⼊内陆区域区时探寻。
爱好不同的⼈⼠均可在湖泊区域获得⾮凡的体
验，只需放弃那些游客遍布的路线，开始⼀次慢节
奏的品味之旅。在后⽂中，您将找到诸多可作为起
点参考的提⽰和建议。
您可以借助它们欣赏未受破坏的⼤⾃然，触摸艺术
和建筑杰作的魅⼒，或是让⾃⼰享受⼀个充分放松
的假期。

封⾯图
卡图洛遗迹, 锡尔苗内, 加尔达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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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尔达湖
狂野的⼀⾯
----- 体验1
湖边⼭崖上的⼩城: 令⼈⽬不暇接的景⾊。
开凿于岩⽯上的道路, 陡峭如...

数个世纪以来, 地处⼤区最北端的加尔达湖北区⼀直
被誉为“⼩地中 海”, 此处主要培育柠檬 等柑橘类⽔
果。梯⽥和地理结构是公元⼗三世纪引⼊的各类植被
在冬季的⼀层“屏障”, 这⼀特⾊亦让公元⼗⼋世纪末 
开展意⼤利之旅的著名诗⼈歌德感到震撼。主 要分
布在柠檬镇、加尔 涅诺、马德尔诺等城镇 的柠檬温
室遗迹，见证着本地居民的⾟劳、技巧和满⾜感的悠
久历 史。您可以前往位于蒂 涅莱港⼜ (Porto di 
Tignale) 的Pra dela Fam ⽣态博物馆了解更多的 故
事。湖畔的巨⼤温室 具有极⾼的景观和建筑意义，
您有机会在这⾥ 品尝柠檬制作的特产 
(例如品尝辣椒和胡椒调味的咸柠檬)。
位于柠檬镇的城堡柠檬温室 值得⼀探。
这座温室位于苏格拉⼭ (Monte Sughera) 的岩壁
上，壮观的墙壁和⽯柱得以保 留, ⽽且⽯壁上还绘制 
有柑橘类⽔果的种植⽅ 法。

__
特莱莫西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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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柠檬镇的城堡柠檬温室

下图
溪⾕公路 (Strada della Forra)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满⾜各种需求的体育活动。 
地处湖泊和⼭峰之间的北加尔达⼩镇是运动爱好
者们的理想选择。加尔涅诺、柠檬镇和特莱摩西
内的帆船和冲浪活动, 托斯科拉诺.马德尔诺的骑
马、滑翔伞和⾼尔夫球, 蒂涅莱的峡⾕漂流, 在布
雷西亚北加尔达公园骑⾃行车和徒步旅行。

2. 太阳的路径, 柠檬镇。沿着北加尔达⼭峰的⼭
脚下蜿蜒⽽行, 享受轻松的感觉和壮丽的全景。
顺着标记清楚的道路穿过橄榄林, “邂逅”世界⼤
战的历史见证, 还有机会参观⼀座特⾊的⽯灰
窑“calchéra”。湖泊的景⾊⾮常壮观。

3. Centomiglia淡⽔湖帆船赛, 波利亚科。
⾃1951年以来, 这场比赛于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末
举办。Centomiglia帆船赛由加尔涅诺帆船协会组
织，吸引了来⾃欧洲各地的数百名船员参与。

比赛深受公众的欢迎, ⽽选手们需要从波利亚科
扬帆起航并于深夜返航。

4. Le bisse赛舟会。平底的船体在⽔⾯上遇到的
阻⼒较⼩, 四名船员用脚划桨并结合⼀种桨同步
技术, 实现运动的平衡和节奏。
⾃1967年以来, Le bisse赛舟会重新在湖⾯上举
办。在伦巴第⼀侧的湖畔的无数地点均活跃着众
多的运动团体, 他们传承着这⼀古老的传统。

5. 特莱摩西内鲜奶酪节。质地柔软, 带有芬芳的
味道和⼭地草坪精华的清香。

体验1
加尔达湖
狂野的⼀⾯

不只有柠檬
加尔达湖畔柠檬镇留下了加布⾥埃.邓楠遮的⾜
迹: 1931年前, 只能步行或乘船抵达这⾥。
事实上, 邓楠遮本⼈坚定地支持建造今日位于加
尔达湖北区伦巴第⼀侧的国道SS45bis。
码头周边互相紧靠的古屋 深受德国游客的喜爱，
同时唤起⼈们对曾在此居住的渔民的记忆。
进⼊⼩巷, ⾃公元九世纪以来即守护着居民的圣
彼得礼拜堂 出现在您的眼前。
站在屋顶欣赏古罗马时代的平瓦, 或是在门廊下
欣赏保留下来的壁画残片。
第⼀次世界⼤战期间, 为了防止教堂钟楼成为奥
地利军队火炮的参考瞄准点 (部署于Crocette区
域附近), 钟楼被部分拆除。在柠檬镇, 您可以前
往参观圣徒丹尼尔. 康伯尼诞⽣的居所, 深⼊了解
男女传教⼠以这位圣徒的名字在全球各个国家开
展的传教活动。

强烈的情感
矗⽴在湖边⼭崖上的⼩镇特莱莫西奈在⼀片⾼原
上“展开”，相较于典型 的湖泊城市, ⼩镇的布局
更类似于⾼⼭⼩城, “隐匿”在牧场和⼭峰形成 的
⾃然环境中, 但同时⼜呈现出地 中海的典型植被
特⾊。前往⼊选《意⼤利最美⼩镇》名录的特莱
摩 西内游玩, 沿着被温斯顿·丘吉尔定义为“世界
第⼋⼤奇迹”的溪⾕公路, 快要抵达时即感受到了
别样的刺 激。
依靠这条被当地的布拉萨溪 流“雕琢”⽽成的⼭
路, 穿行于⼭峰之间。黄昏时分驶⼊ (可以驾车) 
这条公路，景⾊更为迷⼈。不容错 过的景⾊位
于“颤栗天台” (Terrazza del Brivido) 上：这座平
台所在的⼭峰距离湖⾯350⽶, 您将欣赏到壮丽 
的景⾊并眺望溪⾕公路。
⼊住于“天堂酒店” (Hotel Paradiso) 的宾客可 
⾃由地进⼊这座天台。

绿荫和静谧
作为欧盟境内的⼀处社区景点, ⽡尔韦斯蒂诺 对
于热爱⼤⾃然和静 谧⽓氛的⼈⼠来说是⼀座“天

堂”。这是⼀片多⼭、原⽣态⽽迷⼈的区 域，也
是⼀处边境和通行地域, ⼈ 居历史可追溯⾄史前
和古罗马时 代。
在第⼀次世界⼤战期间, 这⾥ 是奥地利的领⼟。
沿着从玛加萨延 伸的⼀条路线出发，前往加萨⼭ 
(Monti Tombea) 和卡普罗内 (Caplone), 参观于
岩⽯上开凿的 古老军事防御设施、战壕、⾼墙或 
平地上的战略部署设施。
我们提醒 您, 前往屋顶覆盖着茅草的⾕仓 Cima 
Rest 和 Denai。这两座⾕仓在 整个阿尔卑斯⼭
区都⾮常罕见, 是 古老⽂化的见证, ⽬前已被改
建成 接待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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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纳德利湖畔公路, 萨洛

加尔达湖
邓楠遮的影子
----- 体验2
从邓楠遮的故居（Vittoriale degli 
Italiani）到公元十二世纪的萨罗
主教教堂, 穿过地处托斯卡拉诺.马
德尔诺的卡迪尔⼭谷: 欣赏加尔多
内.里维耶拉周边
秀美的景⾊

在⼀座令⼈惊叹的“⼤本营”内, 赞颂着 
加布⾥埃·邓楠遮的神话: 由他⾃⼰建造 
的住宅“Vittoriale dei Italiani ”即是对其
诗⼈⽣涯的纪念。1921年, 邓楠遮隐退于
加尔多内.⾥维耶拉, 买下了卡尔涅克
(⼩镇的⼀个居民区) 庄园, 并与年轻的建
筑师詹.卡洛.马洛尼合作, 不断扩建并增
建建筑物, 加⼊了⼀座花园和⼀座圆形剧
场。邓楠遮⼀直在这座庄园中⽣活⾄
1938年。在今天, 您可以在他的家具和
书籍中游荡, 寻找他与众不同的⼈⽣秘
密。邓楠遮故居内收藏着⼀些可以追溯
到上世纪初期的珍品：从邓楠遮在第⼀
次世界⼤战期间飞越维也纳的飞机, 到
1923年他赠送给意⼤利皇家海军的普利
亚鱼雷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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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邓楠遮故居, 加尔多内.⾥维耶拉

下图
海勒花园, 加尔多内⾥维埃拉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圣费利切·贝纳科。 这座前圣母怜⼦财 团
(Monte di Pietà9) 的建筑拥有五个拱门 和⽅⽯
柱建造的门廊, ⽬前是旅游局的办公地点。
值得参观的景点还包括城堡 (Castello9) 和市政
厅的办公地罗廷阁 宫。

2. 马内尔巴要塞。⾃然保护区, 湖泊公 园, 考古
博物馆以及可以品尝当地特产 的酒窖和油坊。
加尔达湖畔马内尔巴要 塞提出的⽅案得到了所有
⼈的赞同。

3. 加尔达岛。 ⼀座威尼斯哥特式庄园, 隐匿在⼀
直延伸到湖边的意式和英式花园中。
加尔达岛是博尔格斯.卡⽡扎家族 的资产, 用来接
待游客并组织导游导览 活动。

4. 马内尔巴的浪漫主义。
马内尔巴沙滩是区域内最⼤且最著名的海滩, 
是全家 旅行的理想选择。沙滩上的⽔上运动设 
施⾮常齐备, ⽽阴凉区域的购建要得益 于湖泊背
后的绿⾊空间。
沙滩连接着托尔齐奥港⼜和圣费利切⼩镇。

5. 加尔达橄榄油。湖畔地区的橄榄林种 植历史
可以追溯⾄古罗马时代的卡图洛。得益于有利的
地中海⼩⽓候, 榨出的橄榄油营养价值极⾼，
清淡且富 有果香, 含有丰富的叶绿素, ⼜感适宜 
⽽和谐。

体验2 
加尔达湖
邓楠遮的影⼦

地图上的路径
在托斯科拉诺-马德尔诺, 切不可错过游览中世纪
的河流“雕琢”⽽成的卡迪尔⼭⾕的机会。
来⾃中世纪的河流⼭⾕内曾运营着⼀座工厂, 
手工制造出的纸张名誉欧洲。
您可以在⼀座每年四⾄九月开放的⼩型博物馆内
了解这⼀技艺。由于交通封闭, ⼭⾕仅可以通过
步行、骑⾃行车和骑马进⼊, 您可重新探索地图
上的古道, 或前往瓦尔韦斯蒂诺湖的⼤坝, 在夕阳
时分欣赏柳树和宁静的湖⽔构成的辉煌景⾊。
沿湖边漫步并回到⼩镇上, 圣徒安德雷⼗字堂将
出现在您的眼前。
教堂拥有多彩⼤理⽯建造的⾮凡外⽴⾯, ⽽其最
古老的核心部分有着⼀千年的历史。

萨洛城内的杰作
⼩城萨洛位于巴尔托洛梅奥峰脚下, 倒映在迷⼈
的湖湾上。从这⾥出发, 您可以探索浪漫的扎纳
德利湖畔公路。二⼗块路牌上均标注着这条路
线，讲述着⼩城萨洛的历史和名称起源。
切勿错过参观位于老城区中心的主教教堂的机
会。这座晚哥特时期的教堂于1453年⾄1502年之
间于⼀座旧建筑上增建⽽成, 其雄伟的⽂艺复兴
风格外⽴⾯, 是两种建筑风格过渡的最好见证。
内部收藏着罗马尼诺、莫雷托、泽农·维罗内
塞、 保罗·威尼斯亚诺的杰作以及帕尔马·乔瓦内
制作的装饰品。于近年设⽴ (2015年) 且距离教
堂不远的Mu.Sa博物馆也值得⼀游。
博物馆展⽰着城市的特⾊、宝藏以及对国家历史
的贡献。

花园城市
加尔多内-⾥维耶拉地处湖泊和⼭丘之间的⼀片
狭长地带, 植物在此“享受”着特别有利的⼩⽓
候，同时也让城市成为⼀座⼤型的植物园（因此“
花园城市”名副其实), 加尔达的典型植被与中欧、
地中海和亚热带植物交替出现。
⾯积达⼀万平⽅⽶的海勒花园不容错过。

花园中栖息着来⾃世界各地从阿尔卑斯⼭脉到喜
马拉雅⼭脉, 从马托格罗索到新西兰, 从日本到澳
⼤利亚, 再到加拿⼤和⾮洲的三千种植物物种。
这⾥迸发出的⽓味和⾊彩, 是多媒体艺术家安德
烈.海勒的⼤作, 与此同时, 花园中还陈列着如凯
瑟·哈灵、罗伊·列支敦⼠登、奥古斯特·罗丹、 
胡安·⽶罗等知名艺术家的装置和雕塑艺术作
品。加尔多内-⾥维耶拉已被列⼊意⼤利最美⼩
镇名录, 向外界展⽰着优雅建筑和古老庄园之
美。

⼀夜的酒
齐亚雷托 (Chiaretto) 是意⼤利⾸批获得受控原
产地名称认证 (DOC, 1967年7月21日) 的葡萄
酒。这款葡萄酒最早于1896年由威尼蓬佩奥·莫
尔门蒂学院⼀位兼任艺术史老师的律师酿造⽽成, 
他在加尔达湖畔莫尼佳⼩城还拥有⾃⼰的住宅和
葡萄园。玫瑰葡萄酒由⿊葡萄和部分葡萄⽪混合
酿制 (⼀晚的时间) ⽽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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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堡, 索亚诺

加尔达湖
在城堡和遗迹
之间
----- 体验3
作为⼀⽚充满欢乐⽽又充满外族⼊
侵历史的地域, 加尔达南部拥有丰富
的历史见证, 最远甚⾄可追溯⾄青铜
器时代

在⼀个特殊的全景位置, 在锡尔苗内半 
岛的尽头，俗称“Grotte di Catullo”的⼀ 
座古罗马豪华庄园的遗迹仍旧矗⽴在这 
⾥。这座古代遗址的保存状态如同天然 
洞⽳（意⼤利⽂“Grotte”), ⽽“Catullo”⼀
词旨在纪念⼀位撰⽂赞颂城市之美的意
⼤利诗⼈。
在公园⼊口的珍宝馆“Antiquarium”内，
除了展⽰庄园的总体布局外, 还陈列着发
掘和修复时拍摄的照片证据, 以及诸如马
赛克地板、铜器 和瓷器、灰泥碎片和壁
画、以及⼀尊展现狄奥斯库⾥形象的头
像雕塑。穿过老城区中心和锡尔苗内半
岛的最后⼀片区域, 继续步行约⼀公⾥即
可抵达卡图洛遗迹。
在夏季, 这⾥还开房⼀条电动火车游览线
路。参观结束后, 在附近的⽛买加沙滩享
受放松的感觉。
⽛买加海滩 是加尔达湖最引⼈⼊胜的湖
滨区域之⼀，其特⾊体现在从湖⽔中伸
出的巨⼤⽽光滑的岩⽯。
游客们在这⾥可以享受日光浴, 徜徉在清
澈的湖⽔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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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维罗纳古堡, 锡尔苗内

下图
戴森扎诺城堡

体验3
加尔达湖
在城堡和遗迹之间

昨日重现
位于老城区中心且景⾊倒映在湖⾯上的, 是⼀座
位于戴森扎诺⼩镇上的古罗马庄园的遗迹。
这座遗迹是意⼤利北部壮观的晚哥特式庄园的重
要见证。
庄园内采用了工艺精美的彩⾊马赛克作为装饰，
展现的是爱神丘比特或奔驰的双马战车、女祭司
和半⼈兽、野⽣动物及寓⾔场景。
珍宝馆 (Antiquarium) 内展出的是修复的⽂物和
碎片, 以及挖掘过程中发现的厨房瓷器和⼩型的
青铜用具。
珍宝馆的⼀个展厅专门用于陈列雕像。

城堡主塔的风光
坚固的围墙, 筑有城堞的⾼墙和塔楼仍然占据着
老城区中心的附属地带。在戴森扎诺城堡, 您可
以沿着塔楼⼀侧漫游, 登上两层楼梯进⼊主塔的
顶部, 从 这座全景天⽂台的窗户向外远眺, 
欣赏到无与伦比的湖景。在城墙的城堞下, 通往
Torresin del Pontesello的⼈行道已经修复, 
通过螺旋楼梯即可前往欣赏炮⼜。
市政厅布置的⼀座⼩型剧场内, 将举办历史重
演、游行和夏季⾳乐会活 动。

从⼀座城堡前往另⼀座
加尔达湖区域内最具特⾊的⼩城之⼀- 帕登格，
⼀座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城堡占据在⼩城的
中心，保护居民免受野蛮⼊侵。
在夏季, 这⾥主要接待戏剧表演、⾳乐、历史重
演和民俗活动团体。从帕登格出发, 开始⼀场持

续数⼩时的散步活动。
蜿蜒地穿过树林、葡萄园、 橄榄树和柠檬林后，
最终抵达德鲁格罗及城内⼀座可能是古伦巴第⼈
杰作的城 堡 (不对游客开放)。
距离不远的地⽅, 我们提醒您参观波尔沛纳泽要
塞, 其主塔（已并⼊市政厅)、两座塔楼和部分城
墙保留了下来。
另外⼀座值得参 观的是保存完好的莫尼加庄园： 
其平⾯ 布局呈现出双墙体结构。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兰伯蒂博物馆, 戴森扎诺。
曾经的拉⽡涅内湖现已枯竭: 4000多年前, 
这⾥是湖上草屋居民的家园, 2011年被列⼊联合
国教科⽂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的“阿尔卑斯⼭周围
的史前湖岸⽊桩建筑”。
位于戴森扎诺的兰伯蒂考古学公民博物馆保留了
草屋⽂化的⽂物, 包括可以追溯⾄青铜器时代早
期, 被认为是全球最古老的出⼟⽂物: ⼀个外形⼏
近完整的犁。

2. 索亚诺城。
从四⾓形的防御工事-⼀座因⾼墙⽽与众
不同的索亚诺城堡的北塔楼远眺, 美丽
的湖景尽收眼底。

3. 意⼤利复兴公园，圣玛帝诺。
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群, 让⼈回想起意⼤利
第二次独⽴战争 (2859年6月24日) 期间奥地利
军队和佛朗哥-⽪埃蒙特军队之间的战役。
在⾼塔中设⽴有⼀条回忆之路, 陈列着与意⼤利
统⼀相关的主⾓雕像、意⼤利复兴壁画、武器、
纪念品和⽂献。

4. 锡尔苗内温泉浴场。
⾃⽂艺复兴时代起, 有关温泉⽔的话题不断出现, 
⽽其真正的发现则可以追溯⾄公元⼗九世纪末
期。在今天, 锡尔苗内的温泉⽔因内含的硫化氢
和碘所具有的预防和治疗特性⽽闻名。

5. 索威尼格⼩湖, 普艾涅格。
为了抵达这处湖泊, 每⼀位游客开展⼀次持续⼏
个⼩时的漫步活动是值得的, 因为在夏季, 这片银
⾊的⽔域中的⽩莲花和睡莲散发着蓬勃的⽣机。



科莫湖
诱惑和魅⼒
----- 体验4
根据司汤达的定义，科莫湖畔矗⽴着花园和别墅，
展现出令⼈惊叹的景⾊。即便是⼩孩子, 
也会对此产⽣特别的兴趣

科莫主教教堂巧妙地结合了晚哥特式、⽂艺复兴时期和巴
洛克风格的元素; 伏 特神庙于亚利桑德罗·伏特逝世⼀百
周年之际建成, 完美地阐释了科莫这座在中 世纪成为核心
城市的精神, 爱因斯坦本⼈也将伏打电堆定义为所有现代
发明的基础。伏特神庙中有⼀个让⼈回想起建 筑⼤师帕
拉第奥的新古典主义房间。
这个房间地处湖畔, 内部保存着伏特制 作的科学仪器原件
和复制品, 以及与其 ⽣活相关的⽂件和资料。
在抵达主教教堂之前, 您可以沿风景秀 丽的湖滨公路散
步。此外, 我们建议您绕道去看看朱塞佩.特拉尼设计的⼀
栋住宅, 同时也是意⼤利⾸批现代建筑之⼀ 
的“Novocomum”。特拉尼本⼈致⼒于理 性主义路线, 收
到影响的建筑包括法西 斯之家“Casa del Fascio”, 烈⼠纪
念碑 (Monumento ai Caduti) 和Sant'Elia幼⼉园等。

__
科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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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科马奇纳岛

上图
卡洛塔庄园, 特莱梅佐

唯⼀的岛屿
⼀千个故事“穿插”在科莫湖唯⼀的⼩岛：科马奇
纳岛上。在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，这座岛屿是⼀
处军事区域，同样也是⼀座重要的宗教活动中
心。与巴巴罗萨结盟的科马奇纳⼈将其摧毁。
后来，得益于彼得罗·林戈尔负责的理性主义风
格项⽬-三座“艺术家庄园”的建造工程, 布雷拉美
术学院于二⼗世纪初将其重建。
此处还发现了⼀件引发极⼤兴趣的考古遗产。
秀丽的全景和郁郁葱葱的⾃然环境，使其成为⼀
处不可错过的⽬的地。

快，登上缆车！
旅行即是⼀种“刺激”。从科莫前往布鲁纳特, 
请选择搭乘⾃1894年开始运营的齿条式缆车。
缆车将带您爬升⾄海拔700⽶的⾼度, 抵达⼀座风
景秀丽的⼩镇。⼩镇上“散落着”众多⾃由风格庄
园, 它们是⼀条明确标记道路上的主⾓。
另⼀个不可错过的⽬的地是位于圣⽑⾥齐奥的⼀
座⼋⾓形塔楼：伏特灯塔。这座灯塔⾼29⽶, 
适逢亚利桑德罗·伏特逝世⼀百周年时建成。
攀登灯塔内部螺旋楼梯的143个台阶, 您可以同时
欣赏到湖泊和阿尔卑斯⼭ (晴天时, 罗萨⼭的美景
即浮现在眼前) 壮丽景⾊。

胜景
意⼤利最美丽的⼩镇之⼀- 特莱美兹纳受到⾃然
和⼈类魅⼒的影响，拥有吸引 感官的魅⼒。
绿植，湖⽔和⽯头合并成⼀⾸“独特的交响乐”。
当特莱美兹纳被选为⽬的地时，庄园建筑 
(卡洛塔庄园、梅耶庄园及特雷西奥.奥利维利市
政公 园、阿⽶拉庄园均由彼得罗·林戈尔设计，
仿如树林中的⼀条船)、纺纱厂、柠檬的香味、
杜鹃花的⾊彩, 绣球花和⼭茶花保留了⾃公元⼗
⼋世纪以来不断 ⾰新的独特体验承诺

旅途测验
孩⼦们也会注意你们在风景如画, 位于科莫湖区
中心位置的梅纳乔⼩镇看到的风景。
旅游部门为您准备了⼀条穿梭于城镇道路及附属

区域的历史探索路线, 需要您具备观察精神和空
间感来绘制您眼中从城堡, 到圣徒斯蒂法诺教堂
内路易吉.塔利亚费⾥壁画的景象和⾊彩。

还有海盗
穆索的梅迪吉诺城堡 只剩下了废墟, 但 只要在脑
中稍稍回想, 仿佛就可以听到 詹·贾科莫·美第奇
(因⾝材矮⼩⽽获 名“Medeghino”) 的丰功伟绩和
他的海盗 队伍发出的声⾳。
体现这⼀切的当属詹·巴蒂斯塔·巴佐尼不朽的⼩
说《悬崖之鹰》。

体验4
科莫湖
诱惑和魅⼒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玩具马博物馆, 格兰达特。
收藏有制作时间介于公元⼗⼋世纪⾄今, 从世界
各地收集的超过650件玩具马。
博物馆位于饲养著名的Tornese快马的马厩中，
风格⾃然是独⼀无二。这⾥有: 风驰电掣的马、
拉着三轮车的马，马头棍和弹簧马, ⽊头和纸糊
的马, 锡纸和布料做成的马。

2. 丝绸教学博物馆, 科莫。
⼀系列的机器和工业⽂物, 对纺织活动传统的传
承, 使科莫成为⼀座丝绸之城。

3. 绿刺公园。
⾃然、考古和历史是绿刺公园 (Parco della 
Spina Verde) 的绝对主⾓。各种各样 的⼩径上浮
现出不同的景点。例如巴拉德罗城堡: 从其“俯

瞰”着科莫城的塔楼到 平原, 再到⽶兰和⼴阔的⼭
麓地区。每年夏天结束时, 这⾥将举办⼀场名 
为“Palio del Baradello”的赛马会, 二⼗天的历史
重演活动涵盖科莫城和湖区的⼩镇。

4. 特莱梅佐沙滩。
受到罗马⽯柱庄园（Villa Colonna）
内花园的启发, 特雷西奥.奥利维利公园在老
树之间接待着游泳爱好者。鹅卵⽯沙滩
上开设有⼀间酒吧和⼀座沙滩排球场。

5. 体育活动。
科莫湖⾮常适合开展从划船到帆船、从风帆冲浪
到潜⽔, 再到峡⾕漂流的⽔上运动。
您可以在这⾥开设的诸多⽔上运动中心内参与培
训或租赁船只。



科莫湖
⼀颗珍珠: 
贝拉吉奥
----- 体验5 
这座全球最受欢迎的⼩镇地处湖⼼
的岬⾓位置, 您可以在此搭乘⼩船或
渡轮, 穿梭于科莫湖的两岸

数量众多的庄园别墅是城市威望的最好
见证，⽽科莫湖数个世纪以来也⼀直享
有这样的声誉。在贝拉吉奥, 您可以前往
参观赛尔贝罗尼庄园和梅尔齐庄园。
第⼀座矗⽴在露出湖⾯, 湖⽔在这⾥分叉
的岬⾓上。庄园的主⼈亚利桑德罗.赛尔
贝罗尼是伦巴第最⾼尚且最富有家族的
成员之⼀, 由他修建的运输道路、⼤通道
和⼩路的⾥程全长约18公⾥。
路易吉·卡诺尼卡和园艺师路易吉·维罗
莱斯 (蒙扎公园的规划师) 设计的雕塑和
建筑“点缀”在梅尔齐庄园的花园中。
梯⽥和⼩⾼地, 起伏的景观。

__

赛尔贝罗尼庄园，贝拉奇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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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贝拉吉奥

中间
巴尔比亚内洛.莱诺

体验5
科莫湖
⼀颗珍珠：贝拉吉奥

打板⼉, 开拍！
位于岬⾓之上的巴尔比亚内洛庄园曾接待过众多
的演员和选择在此拍片的导演, 例如讲述詹姆斯·
邦德传奇的《007 皇家赌场》和乔治·卢卡斯的
传奇电影《星球⼤战》第二部 -《克隆⼈的进 
攻》。1988年, 意⼤利环境基⾦会从庄园的最 后
⼀任主⼈：圭多.孟奇诺手中获得了这座建筑的所
有权并继续让其散发着魅⼒: 凉廊中设⽴了图书
馆和制图室, ⼀座探险风格的⼩型博物馆，
陈列有与探 索、登⼭和极地有关的环球旅行的内 
容。仍然是在科马奇纳⼀侧的湖畔边, 您可以在
贝拉奇奥乘船抵达位于⼭⽔之间，地处特莱梅佐
的卡洛塔庄园。这座庄园散发出的巨⼤魅⼒要归
功于其 第二任主⼈: 詹.巴蒂斯塔.索马⾥⽡。
他 在庄园内摆放着⼗九世纪艺术家 (卡诺 ⽡、哈
耶兹) 的杰作并扩建了花园, 这 样每年的春天都
会盛开超过150种的杜鹃 花。

古老的路线
日晷、星盘和航海计时器: 对于海洋历史爱好者
来说, 决不可错过参观位于贝拉奇奥圣.乔⽡尼塔
楼内⼀座古宅中的航海器具博物馆的机会。博物
馆展出200余件物品, 满载着⼏个世纪的历史和故
事, 为您阐述着⽅向、发现和新世界。

两轮车的天堂 
吉萨洛⼭⾃行车博物馆位于马格雷利奥, 您可以
⼭顶上欣赏美妙无边的景⾊。这⾥是各年龄段业
余⾃行车运动爱好者最喜欢的⽬的地, 同时在环
意⾃行车赛和伦巴第⼤赛期间, 您可以看到运动
员们飞驰的⾝影。
博物馆的最重要的特⾊毫无疑问体现在哲学领
域：让您直⾯两个轮⼦的世界, 讲述着从比赛组
织者到车辆制造者, 再到记者的“主⾓”故事。

--- 5个探索主题

1. Missoltini鱼⼲。
这⼀美味可以追溯⾄⾃中世纪。湖泊西鲱经过劳
动⼈民数日的“智慧”盐渍, 放置在特殊的架⼦上
在阳光下晒⼲。这种鱼⼲可以保存很长时间, 烤
制时搭配橄榄油、醋和欧芹⼗分美味。

2. 树林的精神。
⽊材成型, 散发着勃勃的⽣机: 对于那 些能够想
象这⼀场景的⼈来说, 可以在科尔尼.坎佐森林中, 
穿梭于装置艺术和 ⽊制雕塑之间, 在城市外获得
真正的体 验。⾃驾车须停靠在坎佐 (Canzo) 镇
的 乔⽡尼二⼗三世⼴场 (Piazzale Giovanni XXIII) 
上。

3. 奥苏乔圣⼭。
已被联合国教科⽂组织列⼊世界遗产名 录的“圣
母救济圣殿” (Santuario della Madonna del 
Soccorso)，在莱诺⼭头 上“俯瞰”着湖泊。
⼗四座巴洛克风格的寺 庙排列在教堂⼤道上, 
分别代表念珠的 14个奥秘。第⼗五座即位于圣殿
内。

4. 蒸汽轮船。
每年4月⾄9月的每个星期天 (7月和8月亦包括星
期四), 您都可以乘坐历史悠久的康科迪亚号汽船, 
享受⼀次旧时的湖泊漫游。

5. 内索溪⾕。
流动的瀑布“喧闹”地从名为“内索溪⾕”的天然狭
道中流出。莱昂纳多.达.芬奇在⾃⼰的《亚特兰
⼤密码》中提到了这⼀地点, ⽽且此地为画家和
作家带来了灵感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为工厂、造纸
厂、纺纱厂、榨油厂提供了⽔⼒能源。从湖⾯上
也可以看到这条激流涌动的溪⾕。

“悬浮”在湖⾯上
从⼩镇的屋顶到壮观的风景从上到下, 湖泊不断
出现着演变。我们⽬前位于缆 车中, 在四分钟内
即可抵达地理位置⼗分优越, 位于科马奇纳南部
的⽪格拉城 Argegno⼩镇。这⾥讲述着⼀个故事: 
Al Cason 是最早的互助会之⼀，成⽴于1877年，
朱塞佩.加⾥波第是互助会的荣 誉合伙⼈。这座
建筑是⼩镇的核心, ⼀ 层曾经是乳制品坊，二层
是剧院厅和会 议室，三层是幼⼉园、学校和⼩镇
的档 案馆。在Argegno⼩镇，切勿错过参观圣女
安娜 圣殿的机会。圣殿建成于公元⼗⼋世 纪, 内
部保留了同时代的灰泥装饰和壁 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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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莫湖
不只有 曼佐尼
----- 体验6
“科莫湖的这个分⽀在正午时分位于
两座“不间断”的⼭峰中间……”：
探索科莫湖的东岸 

勇者的⼭峰, 露西亚的故居, 克⾥斯托弗
会的修道院和⼀座不知名的城堡: 
曼 佐尼游览线路，以及曼佐尼庄园 
(Caleotto区) - 作家在此度过了童年、 
青春期和青年早期) 内的博物馆, 是莱科
旅游的经典⽬的地。

⼀颗古老的宝⽯
在⽡雷纳这座散发着国际魅⼒的⼩镇， 
莫纳斯特罗庄园 是此地的⼀颗建筑珍宝, 
混合了九个世纪的建筑风格。这座庄园
最初是⼀座女修道院, 后来成 为⼀座住
宅, 得名“Villa Leliana”并⼀直持 续了三
百余年。今天, 这⾥成为了⼀处采用古典
装修的博物馆, 展厅包括台球 厅和⾳乐
厅。这座建筑曾是⼀处会议中心, 诺贝尔
奖得主恩⾥科.费⽶在此举办了⼀些物理
课程。最值得提起的是, 这 座建筑沉浸在
⼀座向外延伸约2公⾥的植物园
(⾄Fiumelatte的⼩村庄) 中, 此处⽣长有
诸多稀有的原⽣和异国情调的树 ⽊。 
⼉童们可以参与线路探索、深度研习实 
验室和娱乐活动。

__
⽩⾊湖畔, 利尔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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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湖畔⼩镇-克雷诺.普利尼奥

下图
⼩修道院, ⽪奥纳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多感官路径-艾尔娜平原。
通过感官了 解⼤⾃然, ⾚脚⾛在苔藓或⽔⾯上, 
观 察动物的行为, 聆听鸟类的声⾳, 品尝 ⼤地的
产品。在⼀个⼜⼀个活动之间, 从⾼处欣赏湖
泊。

2. 沙滩。
深⼊湖泊的斜坡⾮常之多, 但是位于利 尔纳的⽩
⾊沙滩和沙滩上⽩⽽精致的鹅卵⽯让此处声名远
扬。专为遛狗设置的 ⼀片沙滩位于⽡雷纳奥利维
多区域, 名 为汪汪沙滩 (Bau Bau Malpensata)。

3. 古兹摩托车博物馆, Mandello del Lario。
专为两轮爱好者和有兴趣了解⼀段世界神话历史
的游客⽽设⽴。在历史悠久的拉奎拉工厂中展出
了150件收藏品, 包括系列摩托车、运动摩托车，

实验原型车和发动机。

4. 巴罗⼭。
植物群落、动物群落和秀美的全景: 巴罗⼭⼤区
公园为⼤⾃然爱好者提供了诸多的机会。
公园横跨科莫湖的莱科分支和安诺内湖畔, 
内部的路径约44公⾥, 您可以通过这些道路抵达
最有趣的景点。

5. 北蒙特齐奥要塞, 克⾥克。
公元1914年建成, 保卫科莫湖区域免受瑞⼠的攻
击, 是第⼀次世界⼤战期间最现代化的装甲炮兵
设施之⼀。

体验6
科莫湖
只有曼佐尼

在峡⾕或地下
原始的地域受到⽪奥福尔纳河咆哮的“雕琢”, 
形成的瀑布在这处⼤⾃然于1500万年前打造的贝
拉诺峡⾕中飞流直下。您可以借助岩壁上挖掘的
⼈行道峡⾕中漫步, 周边遍布的绿植会让您想起
丛林中的植物。
与之相反的是雷西内⾥采矿公园内蜿蜒的路径。
此处的采矿活动从公元⼗七世纪开始⼀直活跃到
上个世纪中叶。进⼊这座公园内游览, 您可以在
⼏乎整体安装有照明设施的⼤型隧道和通道中, 
渗⼊了解采矿的⽅法和使用的工具。

历史的“两步”
矗⽴在⽡雷纳⼩城的维奇奥城堡守护湖泊的时间
已超过千年。城堡于二⼗世 纪中叶进行了部分修
复, ⽬前⼤部分对游客开放，内部设⽴有⼀座按
照古老的猎鹰技艺, 培训昼营狩猎猛禽的训练中 
心。另⼀座城堡“Castello di Corenno Plinio”时
代稍近，但仍可追溯⾄中世纪 时期。城堡矗⽴在
⼀块裸露的巨⽯上, 其上还开凿出了⼩镇的特⾊
街道。历史可以追溯⾄公元⼗七世纪, 被拿破 仑
摧毁但⼜在第⼀次世界⼤战期间被再 次启用的富
恩特斯要塞位于克⾥克⼭ 头, 矗⽴在⾼处“俯瞰”
着科莫湖, 站在这 ⾥还可以分别远眺特利纳⼭⾕
和奇亚维 纳⼭⾕的秀丽风景。

塑造精神
伦巴第古罗马式建筑的杰作- ⽪奥纳修道院矗⽴
在克⾥克的奥尔加斯卡半岛上。修道院的回廊
(1242年) 令⼈神往, 见证了建筑从罗马式到哥特
式的过渡。四 边形结构让⼈回想起数字“四”的象
征⼒量：宇宙的四个要素、四个基本⽅位、对⾃
⼰的蔑视、对世界的漠视、对众⼈和上帝的爱。
圣·尼可洛⼗字堂的钟楼，绰号“Matitone”
(⼤铅笔, 译者注), 是莱科城的地标。
“⼤铅笔”是意⼤利最⾼⼤塔楼之⼀ (96⽶), 内置
九个A⼤调喇叭 钟, 每⼀个都拥有⾃⼰的名称。
在开放日, 您即可爬上380个台阶, 欣赏城市最 壮
观的风景。

随风飞翔
风帆冲浪、⽔上滑板和风筝, 还有⼩船和帆船之
旅。天⽓好的时候, 科莫湖将刮起两阵风, 布雷⽡的
南风 (下午) 和最弱的迪⽡诺北风 (上午)。
这两种风是想在⽔⾯飞翔⼈⼠的理想组合，
⽽更专业的参与者可以借助布雷⽡的南风，
在波浪上翻腾, 因此最理想的区域是科莫湖北部。



伊塞奥湖, 文化，
自然和...
----- 体验7
从新发现的普雷多雷古罗马浴场, 到萨尔尼克的
自由主义建筑。穿过洛韦雷, 寻访令⼈惊讶的自
然现象

⼀位客户-法卡诺尼家族和⼀位建筑师-朱塞佩·索马鲁加, 
让萨尔尼克成为了⾃由主义建筑风格在伦巴第所有最⾼且
对称 建筑中获得最佳阐释的地点。 
为家族建 造的三座庄园, ⼀座陵墓和⼀座幼⼉园。 
可供⾃由参观的景点仅限位于⼩镇上的 陵墓, ⽽宿莱庄园
(Villa Surre，旧 称“Villa Luigi Faccanoni”) 在今天是⼀座 
会议中心, 仅可在举行特殊活动时进 ⼊。

__

圣乔治教堂, 克雷达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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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洛韦雷

下图
Bögn溪⾕

--- 5个探索主题

1. 萨尔尼克-海王星湖滨浴场。
⼀条长长的防波堤深⼊湖⽔之中: 萨尔尼科的额
外价值即体现在这片总⾯积2.2万平⽅⽶，
与⼩镇中心连接的市政公园中。此外, ⼀条⾮机
动车道也连接着公园和普雷多雷。

2. 塞比诺的天然⼩径。
这条环形的线路总长17公⾥, 步行的路 段从索尔
托湖畔 (Riva di Solto) 出发, 穿过骡马道和⼩路, 
越过梯⽥葡萄园和 橄榄林, 享受无与伦比的湖
景。

3. 普雷多雷的古罗马温泉浴场。
在普雷多雷的古工业区兰扎附近, 近年来在⼀处
考古学遗址中发现了属于⼀座可追溯⾄公元⼀世
纪⼤型别墅的温泉浴场遗迹。
此处设⽴的⼀座珍宝馆内收藏有最重要的发现，

包括硬币, ⼀座重建的加热系统和无数的装饰灰
泥碎片。

4. 巡航于湖⾯上。
伊赛奥湖上的这条线路服务, 为您安排了⼀系列
探索风景如画村庄的短途旅行。
游轮亦在晚上运营, 开展船上晚餐、⾳乐和娱乐
活动。

5. 普雷多雷科尔诺公园。
穿过科尔诺的步道共有两条, 这座因攀岩⽽闻名
的岩⽯海岸将普雷多雷和塔韦尔诺拉区域连接在
⼀起。北部线路上的植被⽣长的更⾼, 您还可以
欣赏到最后⼀段湖泊的全景

体验7
伊塞奥湖
⽂化，⾃然和......

洛韦雷, 浪漫代名词
拥有古老起源的洛韦雷在英国作家沃特利蒙塔古
夫⼈的笔下，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浪漫的⼩镇。
⼩镇地处湖泊和⼭脉之间的狭长地带, 它看起来
像是⼀座巨⼤的露天剧场。老城区中心保存完好, 
壮观的市政厅⼤楼矗⽴在这⾥。
⼩镇拥有众多的中世纪防御工事, 包括索卡塔楼 
(公元⼗三⾄⼗四世纪), 阿尔吉斯塔楼 (公元⼗二
⾄⼗三世纪) 和 作为古城墙⼀部分的托⾥切拉古
塔。在湖边, 您将欣赏到诸多优雅的建筑, 例如二
层筑有门廊和凉廊的格⾥⾼利宫 (Palazzo 
Gregorini, 公元⼗六世纪) 、马⾥诺尼宫、⽶⾥西
庄园和塔蒂尼宫。 后者⽬前是塔迪尼美术学院的
所在地, 其中陈列着源⾃不同时代的数百件作品 (
从卡诺⽡到弗朗切斯科·海耶兹), 记 录了第二次
世界⼤战后⾄近⼏年间意⼤ 利和欧洲的艺术⽂
化。

寒冰⼭⾕
这⾥出现的可能是整个贝加莫地区最奇特的⾃然
现象: 海拔360⽶的⾼度上, 典型的⾼⼭植物和花
卉 (从杜鹃花到雪绒花等通常在1700⽶以下无法
⽣长的植物) 在这⾥焕发着蓬勃的⽣机。
寒冰⼭⾕的“奥秘”位于卡⽡利纳⼭⾕的北部, 
贾亚诺湖的“后⽅”。实际上, 复杂且⾮常特殊的
⼟壤结构导致冬季的底⼟形成巨⼤的冰块, ⽽夏
季空⽓流通时, ⽔汽以⼀个⾮常低的温度 
(2-4摄⽒度) 从⾕底的洞⼜中逸出。您可以在每
年5月⾄7月间预约游览寒冰⼭⾕。您必须沿着外
部的路径行⾛, 以免改变这个⾮凡⽣态系统的微
妙平衡。

风景绝妙的悬崖
俗称“Bögn”, 景⾊壮丽的溪⾕⼤名为“Orrido di 
Zorzino”。这块天然的岩壁 由拥有2亿年历史的
⿊暗⽯灰岩构成, 陡 峭地“坠”⼊湖中, 构成了⼀个
⼩⼩的海湾 区域“Riva di Solto”。
原始的景观, 是拥有巨⼤⾃然价值的伊赛奥湖奉
送给您的“惊喜”。

追踪古罗马⼈的脚步
二⼗座古罗马式教堂散布在伊赛奥湖的 南部地
域。克雷达罗⼩镇上矗⽴着其中 两座: 第⼀座旨
在纪念圣徒费尔默和鲁斯迪克, 第二座纪念的是
圣徒乔治。 后者矗⽴在居民区的边缘, 内部珍藏
着 ⼀幅由洛伦佐·洛托于公元1525年绘制的 环形
壁画。在圣坛的拱形装饰上, 展现 的是圣徒乔治
在马背上刺杀龙的场景; 在礼拜堂内, 沿着北边可
以从外⾯看到 天花板上的《圣徒罗科和塞巴斯蒂
亚诺 的诞⽣》、《上帝》以及位于上帝两侧 的
众多圣⼈形象。位于帕尔扎尼卡的圣 三⼩教堂矗
⽴在俗称“Mut dèi Pagà”的⼭ 顶上：此处枝繁叶
茂，通过⼀条⼩路即可抵达岬⾓的顶端。得益于
整个伊赛奥 湖无与伦比的景⾊，步行的劳顿⼀扫
⽽ 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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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
帕拉蒂科

伊塞奥湖
史前历史和⽓泡
----- 体验8
卡莫妮卡⼭⾕的岩画如同法哥第区域的
葡萄酒⼀样名誉全球。您将开始探索这
⽚馈赠颇多的地域

⼊选联合国教科⽂组织⼈类遗产名录的
⾸座意⼤利遗迹, 是⾮凡的⽡尔卡莫尼卡
岩画国家公园岩壁上雕刻的数千种形象, 
讲述着旧⽯器时代⾄古罗马⼈抵达期间
卡姆诺⼈的日常⽣活。
⾸先从可以工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推车
和篱笆分辨出农民形象, 他们发现了⾦属
加工技艺并开始捕猎。随着⽂明的进步, 
雕刻的风格丰富了许多, ⼏乎以叙事的⽅
式在描绘⼀个⾓⾊。共有数条路径和机
遇让您沉浸在其中, 开始⼀次真实的时光
之旅: 岩画的所在地加上其他的公园和博
物馆, 构成了全球⼀条独⼀无二的环形旅
游线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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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⼩“⼤溪地”沙滩, 马洛内

下图
卡莫妮卡⼭⾕的岩画

埃及⼈从未抵达过此区域, 但是在这⾥亦矗⽴着
“⾦字塔”。这⼀景象由数个世纪以来冰碛⼭地的
⽔蚀运动造成, 这些令⼈印象深刻的圆锥形⽯柱
巍然耸⽴, 甚⾄可以达到30⽶的⾼度, 正对着伊塞
奥湖。沉浸在⼀片海拔400-600⽶的⾃然保护区
内, 优雅的帕拉蒂戈地球结构受到⽯头“帽⼦”的
保护, 保护它们免受⼤⽓因⼦的侵蚀。
与隐藏在洞⽳中的⽯笋相比较是不可避免的, 
但是从这座⼭上可以欣赏到的景⾊增添了⼀抹完
全不同的感觉。对于更热爱冒险的⼈来说, 
可以沿⼀条欣赏⼤⾃然巧夺天工景象的⾃行车道
抵达佐内⼩城。

沿奥利奥河骑⾃行车
缓缓的下坡使得卡莫尼卡⼭⾕⾃行车道 吸引了所
有不喜欢疲惫，但⼜想骑车穿过卡姆诺⼭⾕
(约40公⾥) 的骑行爱好 者进⼊。
这条线路的起点位于Capo di Ponte (艺术教学和
史前⽣活博物馆所在 地), 沿着专用的沥青公路或
车辆较少 且仅靠奥利奥河的二级公路向⽪索涅⽅ 
向骑行, 穿过包括布雷诺在内的⼏座老 城区的中
心地带。旅途中设有配备齐全 的休息区。
从⽪索涅搭乘火车，骑行者 们即可返回起点。

湿地之夜
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湿地区域: 伊赛奥湖泥炭沼泽
⾃然保护区横贯于法哥第区域和伊赛奥湖之间。
这⾥是⼀片⽣物多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, 
主要由芦苇和耕 地包围的湖泊组成, 
著名的法哥第葡萄 园也位于此地。我们在⽊制的
⼈行道上，穿行于不同的湿地之间。
观鸟的理 想地点。 保护区的三个⼊口（伊塞奥
城，参观者 接待中心; 普罗⽡⾥奥, 圣彼得罗.拉
莫 萨修道院; Corte Franca, Le Torbiere购 物中
心）处均设置有⾃动售票机 (1欧元), 便于您日夜
进⼊参观。

举杯法哥第
作为⼀片优质葡萄酒之乡，法哥第区域为游客准

备了丰富的机会, 以及必不可少的美⾷和美酒行
程：从伊塞奥湖的⽔到点缀着葡萄园的⼭丘, 
从MonticelliBrusati瀑布的⾃然现象到参观古老的
建筑。切勿错过参观博尔纳托城堡的机会: 
这是⼀座基于⽂艺复兴时期别墅扩建的罗马式核
心建筑 (私⼈财产，可参观)。
为了了解葡萄酒酿造历史, 值得驻⾜并参观位于
卡普廖洛的⾥奇.库尔巴斯特罗葡萄酒博物馆。
这座博物馆内收集有上千件物品, 是葡萄园内⾟
勤劳作模式变化的最佳见证。

体验8
伊塞奥湖
史前历史和⽓泡

--- 5个探索主题

1. 伊赛奥。
中世纪的伊塞奥曾是⼀座中心城市, 因 湖泊及其
漫长的全景的步道⽽闻名。
主 ⼴场旨在纪念朱塞佩·加⾥波第 (Giuseppe 
Garibaldi) 的，⼴场上矗⽴着的意⼤利⾸座为“两
个世界的英雄”打造的 纪念碑是雕塑家路易吉·博
迪尼 (Luigi Bordini, 1883年) 的作品。

2. 圣母玛丽亚乔格修道院。
经典的春季散步活动始于苏尔扎诺, 或从比波拉
韦诺海拔更⾼的科尔⽶出发，通过⼀条拥有细微
落差变化的道路, 前往圣母玛丽亚乔格圣殿。
在圣殿的东侧和西侧, 您可以分别欣赏到特隆比
亚⼭⾕和伊赛奥湖的壮丽景⾊。

3. 百草齐舞公园, 帕拉蒂戈。
⼀连串的绿⾊空间沿着帕拉蒂戈湖畔公路蜿蜒铺
开, 揭⽰出湖泊的景观: ⼀串美国葡萄、⼀盆⽩睡
莲、由砾⽯制成的波浪状涟漪。
这条步道赢得了欧盟委员会的景观⼤奖。

4. 侏儒森林, 佐内。
⼀次体验湖泊和⼭峰之间迷⼈纽带的机遇：森林
中遍布着艺术家罗索 (路易吉·扎蒂) 在扎根于⼟
壤的原⽊上雕刻的真实和幻境⼈物。
这⾥的⽓氛⼗分特殊, 独特的全景尽收眼底。

5. ⼩“⼤溪地”, 马洛内。
⽩⾊的⽯头和海滩的⼭景, 散发着异国情调的名
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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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
港口, 伊索拉⼭岛

伊塞奥湖
宜⼈的依索拉
⼭岛
----- 体验9
依索拉⼭岛禁⽌汽车通⾏,
只可步⾏或骑⾃⾏车沿着⼩镇狭窄
的巷道, 重新探索沉默的魅⼒

从伊赛奥湖周边的主要城镇乘船出发，
都可以抵达欧洲境内这座最⼤的湖泊
岛。2016年, 我们在此度过了三个星期, 
步行, 尤其是站在克⾥斯托的浮桥上, 
⾚着脚感受⽔流的运动。
除了与内陆连接之外, 还连接着苏尔扎诺
和佩斯基耶拉.马拉⾥奥: 这条由保加利
亚艺术家打造的橙⾊的 (更准确地来说应
该是黄⾊⼤丽花的⾊彩) 步道⼀直延伸⾄
圣保罗岛, 仿佛构成了⼀片新的沙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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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圣母切⾥奥拉圣殿

下图
洛雷托岛

疲惫双腿的“补偿”

在已⼊选意⼤利最美⼩镇名录依索拉⼭岛, 
您只能步行游览, 同时注意居民们的摩托车、
⾃行车和公交车。环游线路总长为九公⾥。
起点通常位于佩斯基耶拉.马拉⾥奥码头-来⾃苏
尔扎诺的⼩船均停靠在这⾥。⼗七世纪建成的圣
徒⽶歇尔教堂亦值得 ⼀游。这⾥还开展其他的⼀
些让依索拉⼭岛闻名全球的活动 (在西唯雅诺建
造 有⼀座专门的博物馆), 例如专业的海员⽊工和
⽊匠在此处以手工的⽅式制造⽊船。沿着湖畔公
路前进，抵达港⼜ 的Sensole餐厅。这座餐厅 正
对着圣保罗 岛, 您可以驻⾜并参观⼀座公元⼗七
世 纪的⼩教堂, 以及⼀副位于门廊上的纪 念圣母
的绘画作品。 西唯雅诺地处⾼海拔地区, 是欣赏
贝加 莫⼀侧湖畔全景时不容错过的地点。
再 次来到湖边，遍布着渔民古屋的卡尔扎诺 ⼩
镇朝向伊赛奥湖的北部, 正好位于洛雷托岛的正
前⽅。

其他岛屿
圣保罗岛⽬前是私⼈财产, 岛上矗⽴着⼀座带有
花园但没有沙滩的庄园。得益于克⾥斯托的装置
艺术, 圣保罗岛已成为艺术名单中的⼀个对象。
⾯积最⼩的洛雷托岛也是⼀座私⼈岛屿, 岛上矗
⽴着⼀座新哥特式的城堡, ⽣长着⼀片针叶树花
园并设置有⼀座码头。得益于城堡的塔楼、城
垛、浅⾊⽯墙以及可以从侧⾯欣赏的透视图, 岛
上“俯瞰着”湖泊, 建造于悬崖上的建筑群给⼈留
下了⾮常深刻的印象。通过有组织的短途旅行活
动，即可环游这座岛屿。

圣殿和景观
矗⽴在⼭顶的是圣母切⾥奥拉圣殿, 从 此处即可
欣赏伊赛奥湖无与伦比的风 景。从公交车的始发
点库雷出发, 我们沿着 ⼀条约⼀公⾥的简单⼩径
漫游。此外, 您可以从佩斯基耶拉马拉利奥
(Peschiera Maraglio) 出发, 沿着通往 树林的骡
马道漫游。圣殿长23⽶, 宽 7.53⽶, ⾼10⽶, 由⼀
座带有桶形拱顶 的中殿组成, 陈列着过去送来的
⼤量还 原物。圣殿的名称似乎来⾃于⼀种苦栋 
树, 内部陈列着⼀尊制作于公元⼗二世 纪的圣母
雕像。

⾛在树林⾥
对于那些寻求安静，并想要探索⼀座游⼈不多的
依索拉⼭岛的游客来说，我们建议您漫步于⼀条
连接着均位于岛屿北端的西唯雅诺和马塞的道
路。离开⼩镇, ⼩路蜿蜒地“带领”您进⼊⼤⾃然, 
欣赏⾮凡的景⾊。另⼀条很好的步道连接着蒙奇
诺和马丁内戈要塞, 这条⼩路将带您前往位于村
庄尽头的森索雷。

体验9
伊塞奥湖
宜⼈的依索拉⼭岛

--- 5个探索主题

1. 圣⼗字节, 卡尔扎诺。
圣⼗字节 (Festa di Santa Croce) 是⼀场与避免
奇特疫病有关的许愿活动。 
在卡尔扎诺, 这⼀节日活动每五年举办⼀次。
村庄和诺⽡雷区域的居民将装饰 ⼀座拱门, 其上
带有松枝和依靠⼀代⼜ ⼀代⼈手中传承了数个世
纪的精致手工 艺制作的纸花。下⼀届活动于
2020年举 办。

2. Montisola香肠。
警惕⼭寨货: Montisola香肠仅在这座位于湖泊中
的⼩岛上制作, ⼏乎不含脂肪且采用葡萄酒和⼤
蒜调味, 呈略微熏制的外观。必须用⼑切割。

3. 渔⽹博物馆，西唯雅诺。
在港⼜区域, 岛上最古老的⼀座工厂已被改建为
渔⽹博物馆, 内藏与⼩岛的经济支柱产业活动相

关的⽂献、历史照片和相关物品。
参观博物馆须提前预约。

4. 阳光下的鱼。
河鲈和湖泊西鲱 (本地⼈将它错误地称 为“沙丁
鱼”) 暴露在日光下晒成鱼⼲, 便于存储。
专门用于⽊拱(legno ad arco)的 支撑。这⼀传统
同时融⼊了岛上最常见的姓⽒: Archetti。

5. 厄雷沙滩, 佩斯基耶拉.马拉⾥奥
透明的⽔体和橄榄树下的“避难所”, 让距离⼈居
区仅⼏百⽶的厄雷海滩拥有了不可抗拒的魅⼒。
据传说, 穿过此处的⽔源来⾃地下⽔的⾃然循
环。



马焦雷湖
原始的风景
----- 体验10
从蓬特.⽪耶罗站步行或搭乘缆车，您才能抵达
因隐匿在绿林中的十⼋世纪磨坊⽽出名的蒙特
维亚斯克区域。威尔巴诺北部是天然的DOC认
证产区

抵达地理位置⾮凡的马卡尼奥⼩镇，您即享有欣赏马焦雷
湖景⾊，远眺瑞⼠和斯特雷萨⼀侧湖畔美景的特权。
这座村庄是韦尔巴诺⼈最早的定居点之⼀，拥有崇⾼的历
史，⽽这⼀切要得益于公元 962年热情款待奥托内⼀世
的传说。作为回报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批准了这片独⽴
的封地，仅在⼗九世纪时应拿破仑 的要求⽽沦陷 公元⼗
七世纪，马卡涅曾在此铸币。在南马卡涅，圣母岬⾓圣殿 
倒映在湖⾯上，⽽在北边的曼德利宫则保留着原始的塔楼
和城墙的遗迹。切勿 错过参观帕⾥西⼭⾕博物馆的机
会。博 物馆所在的建筑⾮常独特，横跨乔纳 河，内藏有
马卡涅艺术家朱塞佩·帕⾥西 和其妻⼦旺达·瓦雷的作
品，以及1930年-1980年间意⼤利前卫派艺术家的作品。

__

圣母岬⾓圣殿, 马卡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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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雷马⼭

下图
菲尔默纳瀑布

--- 5个探索主题

1. 卢伊诺集市。
国际知名, 风景如画且⾊彩缤纷: 得益于查理五世
的特许, 这座集市⾃公元1541年以来于每周三开
放。整座⼩镇上将开设数百个摊位。这⾥售卖所
有的商品, 从⽪⾰服装、⼩百货到厨房用具。
当然, 也包括⾷物: 新鲜的奶酪、⾁制品和淡⽔
鱼。

2. 卢伊诺奶酪节。
⼀种柔软、浓厚、陈化期短的奶酪于⽡雷所托的
⼭区牧场中专门使用⽺奶制作⽽成。⽬前已获得
原产地名称保护认证 (DOP)。

3. ⽪诺.特隆扎诺沙滩。
顺风航行在这片湖泊区域, 借助南部回来的印佛

那风, 从清晨到下午练习⽔上风筝和风帆冲浪。
⽽对于想要放松的游客, 他们可以在草坪上享受
日光浴。

4. 雷马⼭。
雷马⼭地处意⼤利和瑞⼠边界, 峰顶是观赏马焦
雷湖、卢加诺湖、奔宁⼭脉和乐彭蒂内⼭峰美景
的绝佳地点。通过⼀条标注清晰的道路, 即可抵
达 (步行往返约3⼩时) 位于阿尔佩.普拉德克洛区
域 (杜门扎) 的坎⽪⾥奥⼭中避难所。

5. 科尔梅涅沙滩。
⽯头、礁⽯和草地: 科尔梅涅沙滩可以满⾜所有
⼈的要求, 尤其是那些喜欢绿荫的游客的需求，
这要归功于海滩上⽣长的树⽊。

体验10
马焦雷湖
原始的风景

热带森林
⾼湿度的环境, ⾼密度的植被: 位瓦雷泽-费拉拉
的菲尔默纳瀑布周边⽣长着 各种各样的蕨类植
物, 拥有近似于热带的地理景观。
马格罗⽪亚溪流的源头位 于⽡尔加纳, 以30⽶的
落差落⼊⽯灰⽯ 形成的溪涧。在最底部的⽔坑
中, 您可 以享受⼀次再⽣感觉的⽔浴。
在位于库纳尔多附近的上游地段, 马格罗⽪亚沉 
⼊包括“Pont Niv”、“Antro dei Morti”、“Grotte 
di Villa Radaelli”和“Grotte del Traforo”在内多处 
洞⽳构成的地质系统中, 借助阿尔卑斯 ⼭余脉洞
⽳研究会的帮助, 您可以参观 这些洞⽳。

⽪耶罗磨坊
磨⽯、奶⽜、⼭⽺: 时间似乎在韦达斯卡⼭⾕中
静止。从蓬特.⽪耶罗站所在的缆车⼴场步行⼀刻
钟, 或是搭乘缆车前往蒙特维亚斯克, “邂逅”位于
此处的多座由⽯头和⽊头搭建⽽成的磨坊。
磨坊的历史可以追溯⾄公元⼗⼋世纪, 于1997年
完成修复。原始的景观, 清新的空⽓, 数座旅游农
庄亦为您准备了奶酪和本地⾁制品。不远处的乔
纳溪流形成了风景秀丽的⼩瀑布, 您可以在此充
分利用这片洁净的活⽔来恢复⾃⼰的活⼒。
如果您无所畏惧, 您可以进⼊磨坊后⽅的⼀条无
名⼩径, 穿过跨越河流的⼀座古⽯桥, 到达位于韦
达斯卡⼭⾕另⼀侧的比埃涅。

古代的⽣活
你们正在探寻⽂明的休止符吗？蒙特维亚斯克绝
对能满⾜你们的要求。“隐蔽”在宝拉⼭的⼭坡上, 
⾛过1400级台阶的骡马道或搭乘缆车即可抵达蓬
特.⽪耶罗站。低矮的房屋, ⽯板的屋顶, ⽊制的阳
台, 蜿蜒的⼩巷和粗劣的⽯头道路 (俗
称“rizzada”), 这座村庄融⼊了⼀片栗⼦、⼭⽑榉
和核桃树为“框架”的景观之中。刚刚离开⼈居区, 
浮现在眼前的圣母塞尔塔圣殿可以追溯到1890年, 
但是⼋⾓形的建筑布局于1933被改建为希腊⼗字

形, 全体居民, 包括孩⼦们都参与了这项工程。ù
作为朝圣活动的⽬的地，圣殿于每年五月的最后
⼀个星期日成为节日活动的中心, 散发着花篮和
库⾥利亚⾳乐剧的传统魅⼒。

“喜⽓洋洋”的卢伊诺
古老⽽⼜现代化的卢伊诺是⼀座如钻⽯ ⼀般有着
千⾯的城市, 城市的边缘是⼀ 条令⼈愉悦的湖畔
公路。
这⾥还诞⽣了 喜剧演员马西莫.波尔蒂和弗朗切
斯克.萨 尔维; 诗⼈维托⾥奥.塞莱尼和作家⽪耶
罗.奇娅 拉均将这座⼩城列为⼩说的“主⾓”，
后者 在⼀座历史悠久, 于1875年开业的咖啡 馆
Caffè Clerici的桌⼦上写下了⼩说的部 分⽂本。
今天, 咖啡馆外悬挂着⼀块牌 匾, 是这位作家不
断出⼊于此的真实见 证。



__

圣女卡特⾥娜.萨索隐居所, 莱朱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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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焦雷湖
艺术家的
画笔
----- 体验11
横贯五个世纪, 自愿和有组织绘制
的壁画、错视画、环形壁画: 在拉韦
诺-蒙贝洛周边, ⾊彩⽆处不在

公元⼗六世纪的乡村住宅, 意⼤利环境 
基⾦会位于卡萨尔祖伊尼奥的资产：
名 为“Villa Della Porta Bozzolo”的庄园
在数 个世纪中经过了多次的⼲预。
尤其有趣的是内部的壁画以及位于⼤
门、窗户和 家具上的花卉图案。
在众多浮雕房间、 舞厅、画廊、两间厨
房和⼀座荣耀庭院的墙壁上，均绘制有
洛可可建筑印记的 错视画。
此处还保存着⼀些农耕作业场所, ⼩孩⼦
们可以在此了解古老的农业 工具：
巨⼤的葡萄压榨机、油坊和冰 室; 还可
以前往参观⽣产地点: ⼤型的酒庄、马
厩、工具棚、洗⾐房和纺纱厂。游览壮
观的意式花园是您旅程中不可或缺的景
点：狭长的花园从下到上, 是⽡尔库维亚
⼭峰和周边的丘陵“馈赠”给您的全景。
驻⾜于“秘密花园”享受更神秘 的⽓息。
在这座僻静的花园内, ⾃然地“流淌着”冥
想的⽓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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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波尔塔.博佐洛庄园, 卡萨尔祖伊尼奥

下图
阿尔库美佳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瓷器设计国际博物馆, 切洛 (拉韦诺-
蒙贝洛)。
数以百计的瓷器源⾃意⼤利理查德-吉诺
⾥陶瓷学会的收藏品以及斯科蒂-梅尔嘉
利和弗朗科·雷维利的捐赠, 陈列在公元
⼗六世纪的佩拉博宫殿中。在拉韦诺众
多的瓷器艺术总监中, 最出名的当属乔.
彭蒂和乔·彭蒂, 安东尼奥·坎⽪。
 
2. 圣母荒漠教堂, 拉韦诺 -蒙贝洛。
位于墓地附近, 公元⼗⼀世纪末捐赠给克鲁尼修
道院。位于外⽴⾯和⼊⼜⼀侧的彩⾊弧⾯窗, 
以及教堂每个殿内的装饰品。在建筑内部, 
您可以参观巴洛克时期的⽊制主圣坛。

3. 阿尔弗雷多·宾达博物馆, 奇蒂廖。

从⽹格到旧用具的样品, 这座专为宾达的出⽣城
市所设⽴的博物馆中还收集了1930年和1932年莱
尼亚诺世界锦标赛的⾃行车, 以及古老的⽂献和
报纸⽂章。

4. “Linea Cadorna”⽂献中心, 卡萨诺· 瓦尔库维
亚。
视听内容、图像、互动点和⽂献展现的是北⽅前
线防御工事：⼀套建成于公元⼗五⾄⼗⼋世纪，
沿着意⼤利-瑞⼠边境部署的防御工事的历史。
沿着岩⽯中开凿的战壕和通道, 从圣.朱塞佩休息
站出发前往卡萨诺· 瓦尔库维亚。

5. 切罗沙滩。
从主教堂的中心⽅向, 抵达⼀个仍遍布着岩⽯的
⼩⼊⼜。

体验11
马焦雷湖
艺术家的画笔

艺术和工业考古学
作为古代手工和工业经济的见证, 矗⽴着废弃火
窑的卡尔德公园 (位于卡斯特尔维卡纳) ⾮常值得
⼀游。圣女卡特⾥娜隐居所, 莱朱诺隐居所已部
分解体, 剥落墙壁上显露出的古老印记。
但是, 少数墙壁已成为艺术作品, 这要得益于⼀群
年轻⼈组成的团体绘制的壁画, 他们想要以某种
⽅式保护这⼀已被遗弃的“宝库”。
建筑周边的环境仍保持原始的状态, 站在此处可
以欣赏湖泊、沙滩和若隐若现的⼭峰全景。
对于想要伸展双腿的游客, ⼀条步行⼏分钟即可
抵达圣维罗尼卡⼩教堂的路线是绝佳的选择。

画家的⼟地
进⼊阿尔库美佳⼩村庄, 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五⼗
年代, 当代画家们在居民的掌声中, 将⼤多数房屋
的墙壁当成了⾃⼰的画布。这项工程耗费约二⼗
年的时间, 借助多种技艺绘制和表现不同主体的
壁画, 将整个村庄改造为⼀座真正的露天艺术画
廊。从位于怒多⼭脚下的阿尔库美佳⼩村庄出发, 
⼀片路径⽹络在⽡尔库维亚区域向外延伸。

岩⽯中的修道院
背靠⼭峰, 俯瞰湖泊: 位于莱朱诺的圣女卡特⾥娜
隐居所需要爬上房屋遍布的陡峭⼭坡后, 乘坐开
凿于岩⽯中的电梯或从乘船从湖⾯上才可抵达。
商⼈阿尔贝托·贝索兹·迪·阿罗罗根据公元⼗二
世纪的传统设⽴了这⼀充满魔⼒的隐居所: 这位
商⼈在⼀场沉船事故中幸存, 为纪念在最困难的
时刻召唤了他的圣女卡特⾥娜专门修建了⼀座⼩
教堂。在接下来的⼏个世纪⾥, 这座教堂被居住
在这⾥的僧侣们不断扩建。
在今天, 游客可以参观南修道院、⼩修道堂
(受到死亡之舞启发的公元⼗七世纪壁画为其特
⾊) 和教堂。教堂墙壁内外的多个循环图案的保
存时间介于公元⼗四⾄⼗九世纪。湖泊的景⾊令
⼈难忘。

从⼭顶起飞
头发随着敞篷或封闭的车厢中随风飞 翔: 从拉韦
诺-蒙贝洛乘坐缆车, 在⼀刻 钟内即可抵达海拔
⼀千余⽶的Monte Sasso del Ferro站, 远眺并欣
赏马焦雷 湖、阿尔卑斯⼭脉、阿尔卑斯⼭余脉、 
卢加诺湖和⽡雷泽湖, 以及最远处波河 平原的秀
丽风景。总有游客到此乘坐三 ⾓翼翔机或使用滑
翔伞“起飞”。在场具备 经验的教练将向新手传授
⼀些不寻常的 技能。



__

要塞，安杰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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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焦雷湖
古⽼的故事
----- 体验12
铁器时代发现, 冰河时期的见证⼯业
考古学遗迹, 公元十⼋世纪⾄今的玩
偶：这里是韦尔巴诺的南部地区

五座于公元⼗二世纪⾄⼗七世纪之间建
成的工业建筑的遗迹，守卫着马焦雷湖
的安杰拉要塞: 由城堡主塔、维罗纳翼
楼、马泰奥翼楼构成。
⼦爵宫殿和灿烂的正义殿堂内于公元⼗
三⾄⼗四世纪绘制了丰富的壁画, 由乔⽡
尼.维斯康蒂塔楼和博罗梅奥翼楼构成的
这座要塞⾃公元1499年起成为博罗梅奥
家族的资产。⾯向公众开放的古老殿堂, 
于近期完成装修的马约⾥克⼤厅, ⼀套由
三百件罕见物品组成的⾮凡收藏和多座
基于中世纪的“密码”重建的花园。
切勿错过参观玩偶和玩具博物馆的机
会：您在这⾥将有机会欣赏到公元⼗⼋
世纪⾄今超过1000件⽊制品、腊制品、
纸制品、瓷器、本⾊瓷器、配⽅和⾯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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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 5个探索主题
1. 圣女湖畔圣殿，安杰拉。
每年的6月27日是庆祝公元1657年奇迹的纪念日:
当时, ⼀栋房⼦中的圣母壁画 (可追溯到1443年) 
似乎渗出了⾎。⽽在每年七月的第⼀个星期天，
还将举行传统的照明船只的巡游活动。

2. 卡斯蒂利奥内.奥罗纳会牧师堂。
得益于为城市增添诸多宫殿、教堂、学校和慈善
机构的红⾐主教布兰达·卡斯蒂利奥内, 这座教堂
成为⼀块位于伦巴第境内的托斯卡纳“碎片”。
最重要的建筑当属重要这座教堂及其洗礼堂, 
内部由马索⾥诺.达.帕尼卡莱绘制了精彩的壁
画。

3. 塔伊诺花园。
“ 这是⼀座位于城市区域, 用于补偿、反 思、休

憩和沉思的公共花园”。花园的设计师乔·波莫多
罗于1991年如此描述道。在区域的中心, 展现的
是雕塑《四个基本⽅位》。

4. 安杰拉的特⾊产品。
蜂蜜 -⾦合欢和栗⼦的百花技艺 - 酿酒厂 ⾃中
世纪起酿造的格拉帕列酒Rossi d'Angera和葡萄
酒, ⾃1847年起即受到国家元⾸、部长和教皇的
青睐。

5. 塑料艺术博物馆，卡斯蒂利奥内.奥罗
纳。意⼤利⾸座塑料应用艺术博物馆, 展厅设置
在⼗三世纪卡斯蒂利奥内.蒙特鲁佐宫的多间壁画
殿堂内。陈列的展品超过50件, 来⾃从曼雷到恩
⾥克.巴耶在内上世纪七⼗年代的意⼤利境内外艺
术家。

体验12
马焦雷湖
古老的故事

甲烷的来源
伦巴第最后被淹没的森林典范之⼀: 布鲁斯凯拉
绿洲与镜⾯⼀般的湖泊交替出现在树⽊和芦苇之
间的路径上。
这⾥是⽩睡莲的“家”, ⽽且您在散的时候, 还会看
到诸如沼泽紫罗兰这样的稀有花卉。包括野鸭、
⿊⽔鸡、和翠鸟在内的⽔鸟也栖息在这⾥, 让这
片绿洲成为了观鸟爱好者的完美⽬的地, ⽽且此
处还为所有想要欣赏马焦雷湖独特景致的游客建
造了⼀座观景塔。在布鲁斯凯拉绿洲和安杰拉河
畔之间盘踞着⼀座名为“IsolinoPartegora”的⼩
岛，岛上仅⽣长有杨树且被沼泽芦苇所“环抱”。
公元1776年, 亚利桑德罗.伏特与朋友乘船到此游
玩时，注意到了从⽔底升起的⽓泡。
他提取了⼀份⽔样本并从中发现了甲烷。

环形的火窑
保存完好的伊斯普拉火窑是本地工业考古学遗迹
的范例: 马焦雷湖畔的⽯灰⽯开采活动⼀直持续
到中世纪, 旨在制造⽯灰。这些特殊建筑物的⼀
部分已被改建, ⽬前作为私⼈住宅使用。
在⼀条五公⾥长的路径上, 陡峭的⼭坡和⽔道不
时地出现, 沿着个别⽔道行⾛, 您可以欣赏到树林
和湖泊的全景。

不稳定的巨⽯
蛇纹巨⽯上流出的⽔来⾃兰科 (Ranco) 附近的马
焦雷湖。这是萨索-卡瓦拉乔的⼀座天然遗迹：
⼀块“沐浴”在夸萨湾的浅⽔和沼泽中且状态极不
稳定的巨⽯。我们⽬前位于湖畔开阔地的⼀条独
特路径中，整个韦尔巴诺的北部风光尽收眼 底：
此处沉积了⼤量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冰迹层物质。
从沙质区和浅⽔区, 这⼀ 特殊的景观遗产内孕育
了约500余种丰富的植物物种。2010年, 
夸萨湾公园建⽴。另⼀块⾮常不稳定的巨⽯位于
塞斯托-卡兰德: 这块名为“ Sas de Prea Buia ”
的绿⾊蛇纹⽯上覆盖着灰泥, 其上的雕刻痕迹让
⼈回想起⼀个神圣凯尔特的地点。

戈拉塞卡的遗产
陶瓷餐具、⾦属饰品, 甚⾄是珊瑚、琥 珀等珍贵
材料。然后是特⽴伯德坟墓 (公元前六世纪末) 
- 此处安葬着⼀位女 性的⾻灰和各类不同饰物组
合的嫁妆, ⼀个细颈瓶⼀个带有两种铭⽂的杯⼦:         
这些都是衍⽣⾃伊特鲁⾥亚⽂字并定义了“卢加诺
字母”的斜体字母表的罕见证 据。戈拉塞卡的古
老⽂明⾃铁器时代即 于伦巴第西部和⽪埃蒙特东
部⽣根发 芽, 留下了无数的印记, 您可以前往塞 
斯托.卡兰德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找到这⼀ 切: 800
件出⼟⽂物将为您“讲述” 这片地 域从公元前三
千年⾄中世纪的历史。⾮ 常有趣的还包括来⾃凯
⾥奥 (塔伊诺) 的化⽯馆藏, 囊括了多种更新世的
动物 和植物。

环形的火窑，伊斯普拉



⽡雷泽湖
阿尔卑斯⼭间的⼀颗
宝⽯
----- 体验13
距离城市6公里的天然出又, 您可享受到绿⽔到⾼
⼭的绚丽风景。真正的“珍珠”包括埃斯滕塞宫的
花园、托普利兹庄园, 庞扎庄园的艺术遗产和彭
蒂庄园的花园遗迹

⼀条适合所有⼈的⾃行车道, 全程⼏乎无波折, ⾮常适合
您环游⽡雷泽湖。这条多变的路线交替出现草坪、树
林、⽔体和⼭峰的景⾊, 令⼈回味无穷。
规模庞⼤的花⽥之地公园的南部与湖畔接壤, 您可以在
此远眺阿尔卑斯⼭的风景, ⽽在晴天时罗萨⼭也会清晰
地出现在您的眼前。

__

⽡雷泽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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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埃斯腾赛宫, ⽡雷泽

上图
烟⽃博物馆, 加维拉泰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布拉比亚湿地，伊纳尔佐。
这是⼀片具有明确冰河后期起源, 保存最为完好
的⼭麓平原泥炭沼泽的之⼀。由意⼤利鸟类保护
联盟 (Lipu) 管理的布拉比亚湿地是观鸟者的理想
去处。

2. ⽡雷特塔楼。
⾪属于意⼤利环境基⾦会, ⽡雷泽周边丘陵景观
的⼀个停留点, 对于本地⼈有着极⾼的象征性意
义。宏⼤的四边形原始布局, ⾼25⽶, 整个侧⾯依
然存在。

3. 庞扎庄园。
美国前卫艺术流派的杰作，陈列着古代家具, 
⾮洲和新⼤陆被发现之前的哥伦比亚艺术品。
公元⼗⼋世纪的建筑本体由⽪耶罗.波尔塔卢比于

二⼗世纪进行了翻修, “沉浸”在⼀个美丽的花园
内。参观庞扎庄园, 您将获得独特的体验。

4. 划独⽊舟和……
除了斯基拉纳滑翔翼之外, 在⽡雷泽湖的天⽓⾮
常有利的时候，还有众多的⼈泛舟湖上, ⽽且澳
⼤利亚国家队亦选择在加维拉泰作为其欧洲培训
的⼤本营。

5. 烟⽃博物馆，加维拉泰。
欧⽯南根、马拉斯加、橄榄树和野齐墩树、杜
松、橡⽊、苹果树、黄杨⽊、桑树、玫瑰⽊、柠
檬树、橙⼦树、柏树、乌⽊和红⽊均是制作烟⽃
的材料。阿尔贝托.帕罗内利决定为这⼀古老的物
品设⽴⼀座博物馆。3万件藏品包括工具、机
械、瓷器和陶器。

体验13
⽡雷泽湖
阿尔卑斯⼭中的⼀颗宝⽯

花⽥之地公园
栗⼦树和⼭⽑榉树, 岩⽯植物种群和湿 地区域，
以及丰富的动物种群。⼤区公 园花⽥之地公园和
内部的路径⽹络是⼤ ⾃然爱好者的“天堂”, 其中
⼀些路径还冠 有主题。⾦婚⼩径 (sentiero di 
Giubileo) 追溯的是⼀条朝圣者从北欧前 往罗马
的古老路线，⽽⽡雷泽绿道 (Via Verde 
Varesina) 则是⼀条徒步旅行路 线, 您可以在步行
的⼏天内游览路线周 边的湖泊和阿尔卑斯⼭麓。
步行亦可抵 达已被列⼊联合国教科⽂组织遗产名
录 的“圣⼭” 。喜欢参观教堂和宫殿的游 客, 
在公园内可以欣赏多座⾃由主义风 格庄园, 
包括: 巴蒂亚.加纳庄园和 奥⾥ 诺要塞。

⽔上游戏
位于⽔上游戏场地、花园和果园之间的浪漫和⽥
园路径。托普利茨庄园（⽡雷泽）的花园, 建筑
中应用了二⼗世纪初的折衷主义风格, 总占地⾯
积为⼋公顷, 为您带来⼀种绝不单调的体验。
除了欣赏从本⼟到异域的各种植物种群, 您还可
以踏上相互交织的⼩径和林荫⼩道。
天蓝⾊马赛克装饰的壮观景观喷泉采用来⾃卡拉
拉的灰⾊⼤理⽯制作⽽成, 位于斑岩阶梯花园遗
迹 (夸索阿尔蒙泰) 的顶端。⽔池和喷泉的⼏何造
型让⼈回想起蒙古皇帝的东⽅园林。

“⽶兰的⼩凡尔赛宫”
贾科莫.莱奥帕蒂指的是位于⽡雷泽的埃斯腾赛宫
及其花园。事实上, 在建造住宅时, 埃斯特公爵思
考的是建造⼀座类似维也纳哈布斯堡的建筑。
穿过荣誉之门, 即进⼊⼀座点缀着低矮植物和花
卉装饰的花圃之中。位于中心处的是⼀座喷泉，
作为背景的贝尔维德尔⼭峰拥有极为秀丽的景
⾊。

⼩岛的史前印记
距离⽡雷泽湖西岸仅⼏公⾥的⼩弗吉尼亚岛守护
着新⽯器时代最重要的湖上草屋遗址之⼀，其历
史可以追溯⾄公元前3500年。⽯英制品、燧⽯层
和⿊曜⽯, 武器的尖头于上世纪六⼗年代被修复: 
在今天，这些⽂物收藏于史前历史公民博物馆

中，从比安德罗内乘船即可抵达此处。参观结束
之前, 还需要进⼊⼀条展现史前⼈类在湖上草屋
⽣活状态的教学参观线路。弗吉尼亚⼩岛已被列
⼊联合国教科⽂组织世界遗产名录。

拱廊的魅⼒
距离加维拉泰仅数百⽶的沃尔托雷区, 圣⽶歇尔
教堂的回廊隐匿在农舍和植被中, 1911年被列为意
⼤利国家遗迹。这座教堂是伦巴第⼤区内的罗马
式建筑典范, 其历史可以追溯⾄公元⼗二世纪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堂的拱廊，其特⾊体现在细
⼩的⽯柱上: ⽯柱本⾝呈圆柱形和⼋⾓形态, 柱顶
带有桂冠装饰, 每⼀根⽯柱的结构均不相同, 
让⼈回想起典型的希腊式、多利克式、爱奥尼亚
式、科林斯式和拜占庭式的风格。
回廊的历史在⼀场永久性的展览中进行了阐释，
您前往设⽴于此处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内即可了解
这⼀切。



卢加诺湖
⼩⼩旧世界
----- 体验14
安东尼奥·福贾扎罗的文学胜景, 圣乔治⼭化⽯和
世界大战的防御⼯事。切雷西奥的秘密地域

从公元⼗五世纪的狩猎⼩屋, 莫佐尼家族的宾客们从狩猎
棕熊开始。公元⼗六世纪, 奇科涅·莫佐尼庄园（比苏斯
基奥) 经过了扩建并转变为⼀座真正的豪宅, 多层次的花
园内，形成内部 和外部之间的交叉引用的对话。
 家族后代们继续守护着这份资产, 您在花园内可以参观雕
像、喷泉和12座遍布着壁画的⼤厅, 以及各个时代的家具
和 陈设。庄园也是⼀处⾳乐会和展览的举 办地，
您也可以租用此处举办婚宴和晚 宴。

__

奇科涅·莫佐尼庄园（比苏斯基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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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Sighignola⼩镇, x意⼤利天台

下图
特拉洛瀑布

体验14
卢加诺湖
⼩⼩旧世界

安东尼奥的回忆
导演马⾥奥·索尔达蒂将安东尼奥·福贾扎罗撰写
同名⼩说的房间用作《⼩⼩旧世界》的拍摄地。
位于奥⾥亚区域（⽡尔索尔达）的福贾扎罗.罗伊
庄园事实上是这位著名作家的住所, ⽽且作家将
其中的⽓氛转移到⾃⼰的书中。
2009年, 意⼤利环境基⾦会受委托保护这座庄园, 
参观者们可以欣赏到相关的回忆录, 参观保存作
家手稿的书房图书馆, 以及⼀张书桌, 抽屉内保存
着作者的手写注释。
毗邻湖畔的庄园别墅⾯向群⼭, 您可欣赏到迷⼈
的景⾊。

史前历史的回响
25种爬行动物化⽯, 50种鱼类化⽯, 超 过100种
无脊椎动物及植物化⽯ (尤其是 针叶树) 均发掘
⾃圣乔治⼭的深处, 已 被保存了数百万年，
最古老的化⽯数量 为247件。这⼀在地理-古⽣
物学领域内 具有极⾼重要性的化⽯层, 已被联合
国 教科⽂组织纳⼊跨国世界遗产 (意⼤利- 瑞⼠) 
名录。化⽯层涵盖五个时纪, 促进了⼀项横跨 数
百万年, 特定的有机体在相同环境内 进化流程的
研究。在⼭上, 还会组织 教学工坊和导游游览活
动。 ⼀定不要错过环视周围的机会, 因为周 边的
风景无比⾮凡。从圣乔治⼭中发掘 的化⽯⽬前保
存在圣乔治⼭化⽯博物馆 (位于瑞⼠梅⾥德，由
建筑师马⾥奥.波 塔进行了修复和扩建) 和公民化
⽯博物 馆 (贝萨诺) 内。
在第⼀座博物馆中, 收藏有⼀⾯经过修复的⼟栗
⾊提蜥龙化 ⽯ (2.5⽶), ⽽在第二座博物馆内脱颖 
⽽出的展品是近六⽶长的贝桑龙（腹部 的四个胚
胎清晰可见) 和和最独特的意 ⼤利⾷⾁⼤恐龙：
萨尔崔龙的化⽯遗 迹。

躲进战壕。
“嵌⼊”在奥尔萨⼭和普拉维罗⼭脊内的这套防御
系统距离维吉乌仅⼏公⾥, ⾪属于北⽅前线, 建造
于第⼀次世界⼤战期间。沿着曾居着⼠兵, 且配

备有基本但有效的通风系统的隧道内游览, 参观
部署⼤炮的地点将是⼀次有趣的体验。在外⾯，
您可以欣赏到卢加诺湖的⼴阔和秀丽景⾊。

乔瓦尼·穆齐奥的拱门
⼀座成为意⼤利坎波内镇（被瑞⼠领⼟环绕着的
⼀处意⼤利飞地) ⼊口的拱门。这座拱门由获邀
审查布局计划的二⼗世纪⽶兰建筑⼤师乔⽡尼.穆
齐奥设计⽽成。1958年建成的⼀座花园成为拱门
的背景, 通过⼀座巨⼤的⽔压喷泉产⽣了巨⼤的
交汇点, 喷泉上由⼤胆的陶艺家制作了具有坎波
内近代传统的海鸥装饰。在坎波内⼤师⼴场的北
侧, 从⼀座倒塌的老赌场中抢救出来的马赛克上
展现了中世纪⼤师们的⾃由主义艺术风格和⽂
化。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特拉洛瀑布, 布鲁⾟⽪亚诺。
⼀条短⽽平坦的线路从村庄的中心处沿着通往特
拉洛瀑布的溪流向外延伸, ⼀座沉浸在树林⾥的
⾃然奇观正在等待着您。

2. 意⼤利天台，LANZO D'INTELVI。
在卢加诺阿尔卑斯⼭（海拔1320⽶）欣赏
SIGHIGNOLA⼩镇的壮观景⾊。⼩镇地处 意⼤利 
- 瑞⼠边境, 被誉为 “意⼤利天 台”。
从LANZO D'INTELVI开车或步行, 通过⼀条标注
清晰的⼩路即可抵达这⾥。

3. 雷西亚洞⽳，克拉伊诺科诺斯泰诺。
七座洞⽳分布在切雷西奥东侧的⼀条总长500⽶
的蜿蜒⼩路上。其特⾊在意⼤利境内⼗分罕见：
从⽔中可以发掘出黄窿⽯。每年12月和1月的特殊
开放日期间，将举办名为“洞⽳圣诞节”的盛⼤活
动。

4. 天堂之⽯，马尔齐奥。
步行从切雷西奥港⼜或马尔齐奥出发, 沿着⼀条
挑战性不⾼的路线即可抵达。这块状态不稳定的
巨⽯，是卢加诺湖的⼀处⾃然景点。
区域内还保留着北⽅前线的印记。

5. 切雷西奥港。
毗邻着湖泊的切雷西奥港是⼀座四⾯环⼭，隐匿
在⼤⾃然中的宜⼈村庄。湖畔公路值得您探访：
沿途参观周边采用⾃由风格装修的古老庄园，最
终抵达被垂柳遮蔽的⼩鹅卵⽯沙滩。



伊德罗湖
⼀⽚清冽的⽔域
----- 体验15
地处⼩多洛⽶蒂⼭脚下, “亲吻”着树⽊繁茂的斜
坡, 伊德罗湖⼏乎是⼀⽚⼭中的“大⽔槽”。
伊德罗湖⾮常适合开展体育活动, 是⼀处举行狂欢
节的竞技场。

她是伦巴第⼤区最清冽的湖泊, 但也是⼀处鲜为⼈知且游
客稀少的湖泊。海拔 400⽶的伊德罗湖⾯积很⼩，被罗
马⼈称 为“Eridio (急流)”, 被树⽊繁茂且海拔 数千⽶的⼭
脉所“环抱”。原始的环境让您在这⾥开展任何活动时都会
感到愉悦。在鹅卵⽯和砾⽯沙滩及湖畔边放松, 参 与⽔上
运动 (帆船、帆板运动)、骑⾃行车、徒步旅行和攀岩、
在设施完善且 在夏天亦接待游客的玛尼⽡⼭赛道上滑 雪, 
进⼊步道并欣赏布雷西亚⼩多洛⽶ 蒂⼭区令⼈难以忘怀
的风景。所有毗邻 伊德罗湖畔的⼩镇均值得⼀探: 从伊德 
罗⼩镇出发, 前往Pieve Vecchia、 
Lemprato、Crone、Vesta、Vantone和 Tre Capitelli六座
下辖的⼩村庄。

__
维斯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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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
巴戈利诺

上图
安福要塞

要塞⼭峰
名为“Rocca d'Anfo”的要塞矗⽴在琴梭⼭峰的顶
端。根据多位公爵于公元⼗四世 纪的命令,
威尼斯共和国于公元⼗五世 纪建成了这座要塞，
⽽后由拿破仑工程 师进行了扩建, 直⾄意⼤利军
事工程的 ⼲预。
随着特伦蒂诺被意⼤利吞并 (1919年), 这座要塞
丧失了其堡垒作 用, 但其军事设施的⾝份仍保持
⾄1975 年。在今天, 通过⾛道、楼梯和地下通 道
相连的军营、火药库和军用炮台, 是 四个⼩时导
游游览途中的“主⾓”。此处亦 ⾯向⼉童组织教学
参观活动，开始⼀场 寻宝之旅 (需要提前在⽹站: 
www.roccadanfo.eu预约)。

化妆舞会
被列为最重要民族志发现之⼀的“巴戈利 诺狂欢
节, 1972年被全球著名的⼏位学 者发现。
⾃公元⼗六世开始出名以来, 狂欢节分为两部分: 
“Balarì” (舞蹈者) 和Maschèr (蒙⾯者)。舞者和
乐手们在 狂欢节结束前的周⼀和周二聚集, ⾝着 
盛装、佩戴⾯具和带有丰富装饰的帽⼦ 在⼩镇的
街道上游行。蒙⾯者们则在主显节之后即出现在
⼤街 上，除了遮盖的⾯庞, 还将展现伪装的 步
态、声⾳和行为。

锻铁栏杆、板岩、阶梯
⼀座位于毗邻湖畔的⼭峰之间的中世纪 村庄-巴
戈利诺 ：狭长的地带上紧密修建 的房屋上具有
各类装饰元素（例如像锻 铁栏杆），以及诸如拱
廊、阳台和陶砖 或板岩覆盖的屋顶等建筑结构。
狭窄的 鹅卵⽯街道与阶梯交替出现。在村庄的 
中心矗⽴着圣乔治教堂，其历史可以追 溯⾄公元
⼗七世纪。托马索.桑德⾥尼为 教堂的拱顶绘制
了壁画，呈现出的视觉 错觉得益于加倍的教堂中
殿的⾼度。这 座宗教建筑归功于塞拉西兄弟会：
源⾃ 科莫的著名管风琴⼤师组织。

古老的壁画, 复古的壁画
“亲吻”着湖⽔的基耶塞河从湖泊中流⼊⼭ ⾕：伊
德罗的圣母玛利亚翁达斯教堂 即 矗⽴于此-教堂

的后殿起源⾃古罗马时 代, 后期被并⼊公元⼗四
世纪修建的建 筑结构内, 形成了现在的外貌。
在主圣 坛上⽅的神龛上, 装饰的壁画描绘的是 圣
徒和圣母怜⼦的场景。
位于教堂正前 ⽅的⽶兰酒店内, 墙壁上的壁画具
有完 全不同的性质。
在上世纪三⼗年代, ⾃ 学成才的画家和酒店老板
费德⾥科.⽡利 亚及其兄弟们在⼀层的⼤厅和楼
上的客 房内绘制了受到未来学家、古斯塔夫.克 
⾥密特和空中未来主义风格启迪的壁 画。
不幸的是, 在上世纪六⼗年代, ⼀ 位短视的管理
⼈员在⼀些卧房内取消了 这项工程，但是酒吧、
前台和继续向公 众开放的环境内仍然从⽡利亚作
品的鲜 艳⾊彩和各类主题中受益。

--- 5个探索主题
1. 巴格斯奶酪。
巴戈利诺的经典奶酪产品, 得名于当地居民的名
字。在夏季⾼⼭牧场内制成的⼤块奶酪将经过两
年的陈化。由于⽜奶中加⼊了藏红花, 因此这是
⼀种“彩⾊”的硬质奶酪。

2. 圣徒安东尼奥教堂, 安福。
原始的部分采用古罗马建筑风格, 近期的修复工
作让希腊⼗字布局和可追溯⾄维罗纳流派的内外
墙壁上的公元⼗六世纪壁画重见天日。教堂的钟
楼被认为是萨比亚⼭⾕区域内最古老的钟楼，
⼤概可以追溯⾄公元⼗四世纪。

3. 乘船漫游伊德罗湖。 
乘船往返毗邻伊德罗湖的伦普拉托, 停 靠在
VANTONE、VESTA、BAITONI（少部分“⼊ 侵”

特伦蒂诺湖)、PONTE CAFFARO和ANFO六 座
村庄。⾃行车和牵绳的宠物⽝均可登船。

4. 圣母升天节篝火, 克罗内公园 (伊德罗)。
⾳乐、舞蹈和本⼟特产的品尝活动于每年8月15
日的夜晚举办, 沙滩边的盛⼤篝火标志着活动的
结束。

5. 矿工⽣活⼀日游，安福。
在安福已经举办了二⼗年, 于每年七月的最后⼀
个星期六举行的“矿工⽣活⼀日游”活动期间, 除
了参观摊位、品尝美⾷和欣赏烟花之外，还将开
展极具价值的教学和本⼟数⼗年从达尔佐和安福
矿坑中采掘重晶⽯的古老传统的庆祝活动。

体验15
伊德罗湖
⼀片清冽的⽔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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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pore
#inLombardia

Destinazione WOW!
#inLombardia

了解如何获得旅行护照
#ilPassaporto

请访问passaporto.in-lombardia.it
申请您的#inLombardia旅行护照，
并了解如何标记⾃⼰的体验！
⽹站完整列表。

收藏的刺激
使⽤内置旅行护照#ilPassaporto的#inLombardia应⽤程序游览伦巴第大区，
您可以根据自⼰的体验留下⼀份个⼈故事。
⾛出旅行的每⼀步或参与每⼀项活动, 获得印章。您还在等什么？

#ilPassaporto

Cult City
#inLombardia

inBici
#inLombardia

Lifestyle 
#inLombardia

Golf Experience
#inLombardia

Relax & Wellness
#inLombardia

Cammini
#inLombardia

Natura
#inLombardia

圣乔治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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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多待探索的惊喜
--- 信息

加尔达湖
狂野的⼀⾯

丹尼尔.康伯尼
诞⽣的居所
www.combonianilimone.it

柠檬温室⽣态博物馆
Prà dela Fam
Piazza Umberto 1
蒂尼亚莱
电话: 0365 73017
www.limonaiagarda.com
全年开放

城堡柠檬温室
Via IV Novembre 29L
加尔达湖畔柠檬镇
电话: 0365 954008
www.comune.limonesulgarda.bs.it
4月⾄10月开放

-------
邓楠遮的影子

海勒花园
Via Roma 2
加尔多内.⾥维埃拉
电话: 336 410877
www.hellergarden.com
3月⾄10月开放

加尔达岛
www.isoladelgarda.com
4月⾄10月开放

Mu.Sa.博物馆
Via Brunati 9, 萨洛
电话: 0365 20553
museodisalo.it 
全年开放 
周⼀闭馆

马内尔巴要塞保护区
Via Rocca 20, 马内尔巴
电话: 0365 659842
www.riservaroccamanerba.com/it
4月⾄9月开放
除周二外
10月到次年3月闭馆
周⼀和周二

邓楠遮故居
Via Vittoriale 12
加尔多内.⾥维埃拉
电话: 0365 296511
www.vittoriale.it
全年开放

-------
在城堡和 
遗迹之间

戴森扎诺城堡
Vicolo Fosse Castello
戴森扎诺.德尔.加尔达
电话: 030 3748726
www.comune.desenzano.
brescia.it/italian/castello.php
4月⾄10月开放 
周⼀闭馆

帕登格城堡
Via Gramsci 57
加尔达湖畔帕登格镇
prolocopadenghe.altervista.
org/castello.html

波尔沛纳扎城堡
Piazza Biolchi 1
波尔沛纳扎.德尔.加尔达

莫尼佳城堡
Via Castello 12
莫尼佳.德尔.加尔达
圣马蒂诺德拉巴塔利亚宏伟

遗迹
Via Torre 2
圣马蒂诺德拉巴塔利亚
电话: 030 9910370
www.solferinoesanmartino.it
全年开放

卡图洛遗迹
P.zzale Orti Manara 4, 
锡尔苗内 
电话: 030 916157
www.grottedicatullo.
beniculturali.it
全年开放
周日和周⼀关闭

乔瓦尼·兰伯蒂
公民考古博物馆
Via T. Dal Molin 7/c
戴森扎诺.德尔.加尔达
www.onde.net/desenzano/
citta/museo
全年开放
周⼀闭馆

罗卡迪锡尔苗内
Piazza Castello 34, 锡尔苗内
电话: 030 916468

Cima Rest, Lago di Garda.

www.roccascaligerasirmione.
beniculturali.it
全年开放，
周日和周⼀闭馆

锡尔苗内温泉镇
Piazza Virgilio 1
Colombare di Sirmione
www.termedisirmione.com
全年开放

罗马庄园
Via Crocefisso 22
戴森扎诺.德尔.加尔达
电话: 030 9143547
www.villaromanadesenzano.
beniculturali.it
全年开放，周⼀闭馆

----------------

科莫湖
诱惑和魅⼒

科马奇纳岛
奥苏乔, 电话: 0344 56369
www.isola-comacina.it
3月⾄10月开放

科莫主教教堂
Via Maestri Comacini 6
科莫
www.cattedraledicomo.it

布鲁纳泰索道
Piazza Alcide de Gasperi 4 
科莫
电话: 031 303608
www.funicolarecomo.it
全年开放

玩具马博物馆
Via Tornese, 格兰达特
电话: 031 382038
www.museodelcavallogiocattolo.it
全年开放，
周日和周⼀闭馆，免费⼊场

丝绸教学博物馆 
Via Castelnuovo
科莫
电话: 031 303180
www.museosetacomo.com

Novocomum
Viale Giuseppe Sinigaglia
科莫

巴拉德罗赛马节
www.paliodelbaradello.it

绿刺公园
Via Carlo Imbonati 1
卡⽡拉斯卡 区域
圣费尔默德拉巴塔利亚
电话: 031 211131
www.spinaverde.it

伏特神庙
Viale G. Marconi 1, 科莫
电话: 031 574705
全年开放，周⼀闭馆

伏特灯塔
Via Giacomo Scalini
布鲁纳泰
4月⾄10月开放
周三闭馆

-------
贝拉吉奥
珍珠号

遊船
和⽼式船
www.navigazionelaghi.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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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杰尼奥-⽪格拉缆车
Via Spluga 39, 阿尔杰尼奥

梅尔齐庄园的花园 
Via Lungolario Manzoni
贝拉吉奥
www.giardinidivillamelzi.it
3月⾄10月开放。
预约参观：
daniela@giardinidivillamelzi.it 
电话: 339 4573838

航海仪器
博物馆
Piazza Don Miotti
San Giovanni di Bellagio
电话: 031 950309
www.bellagiomuseo.com
每天上午开放
下午仅接待预约游客

自行车博物馆
Madonna del Ghisallo
Via G. Bartali 4
马格雷廖
电话: 031 965885
www.museodelghisallo.it
3月⾄11月开放

塞尔贝罗尼庄园的花园
Piazza Chiesa 14
贝拉吉奥
电话: 031 951555
3月⾄11月开放
仅限导游游览

圣⼭
Via al Santuario
奥苏乔
电话: 0344 55277
santuariosoccorso.blogspot.it 

树林精神
⼩径
Via per le Alpi 2, 坎佐
www.comune.canzo.co.it

卡洛塔庄园
Via Provinciale Regina 2
Tremezzina区域，特雷梅佐
电话: 0344 40405
www.villacarlotta.it
3月⾄10月开放
冬季的⼏个月
特别开放

巴⽐亚内罗庄园 
via Comoedia 5
Tremezzina区域，伦诺
电话: 0344 56110
www.visitfai/villadelbalbianello
全年开放

-------
不只有曼佐尼

克雷诺·普利尼奥城堡
Vicolo della Predera 7, 
德尔维奥
电话: 0341 804113
prolocolario.it
仅限预约参观
biblioteca@comune.dervio.lc.it

维奇奥城堡
⽡伦纳区域，维奇奥
电话: 348 8242504
www.castellodivezio.it
3月⾄11月开放

Forte di Fuentes
Via Forte di Fuentes 24
克⾥克
www.fortedifuentes.it
3月⾄11月开放
仅限于⽹站公布日期参观

北蒙特齐奥要塞
Via alle Torri 8
克⾥克
电话: 0341 940322
www.fortemontecchionord.it
3月⾄11月开放

古兹博物馆
Via E. Vittorio Parodi 63/67
Mandello del Lario
电话: 0341 709237
www.motoguzzi.com
全年开放
(请访问⽹站了解假期闭馆时
间）

贝拉诺溪谷
Piazza San Giorgio
贝拉诺
电话: 334 3774966
www.comune.bellano.lc.it
4月⾄9月开放每天
开放，从10月⾄次年
3月周末开放

采矿公园
Via Escursionisti 29 
莱科 Piani Resinelli
电话: 338 9609824
www.youmines.com
3月⾄10月开放

巴罗⼭
自然公园
www.parcobarro.lombardia.it

多感官路径
艾尔娜平原索道
Via Prealpi 34, 莱科
电话: 0341 497337 
www.pianidibobbio.com

⽪奥纳修道院
Via Abbazia di Piona 55, 
⽪奥纳
电话: 0341 940331
www.abbaziadipiona.it

曼佐尼庄园
Via Don Guanella 1, 莱科
电话: 0341 481247
www.museilecco.org
全年开放，周⼀闭馆

修道堂庄园
Viale G. Polvani 4, ⽡雷纳
电话: 0341 295450
www.villamonastero.eu
全年开放

----------------

伊塞奥湖
文化，自然和......

圣三⼀教堂
帕尔扎尼卡
www.romanicobassosebino.
it/romanicobs/parzanica

圣乔治教堂
克雷达罗
www.romanicobassosebino.
it/romanicobs/credaro

塔迪尼美术学院
via Tadini 40, 洛韦雷
电话: 035 962780
www.accademiatadini.it
4月⾄10月开放

自然保护区寒冰⼭谷
索尔托丘陵
www.soltocollina.com/
valledelfreddo.htm
5月⾄7月开放
须预订

古罗马浴场
普雷多雷
电话: 338 1744582
www.pad-bg.it
4月⾄9月开放
参观须在⽹站上预约

-------
史前历史和⽓泡

岩画国家公园
Capo di Ponte, loc. Naquane 
电话: 0364 42140
www.parcoincisioni.
capodiponte.beniculturali.it
全年开放
周⼀闭馆

侏儒森林公园
佐内
www.rossodizone.com
全年开放

伊赛奥湖泥炭沼泽自然保护区
Via Europa 5 
Provaglio d’Iseo
电话: 030 9823141
www.torbieresebino.it
全年开放

-------
L’AMENA 
伊索拉⼭岛

渔⽹博物馆
波尔图.西唯雅诺
区域
电话: 030 9886336
预约参观

漫游伊塞奥湖
www.navigazionelagoiseo.it

----------------

马焦雷湖
原始的风景

帕里西⼭谷博物馆
Via Leopoldo Giampaolo 1
Maccagno con Pino e 
Veddasca
电话: 0332 561202
www.museoparisivalle.it
全年开放

蒙特维亚斯克
www.gruppoamicimonteviasco.it

“Linea Cadorna”
北部前线文献中⼼
Vicolo Costanza 2
卡萨诺⽡尔库维亚
电话: 349 6649821
www.centrodocumentale.it
周六和周日开放

-------
艺术家的画笔

圣玛丽亚荒漠教堂
Via Ronco Santa Maria
拉韦诺-蒙贝洛
电话: 0332 667358

圣⼥卡特里娜隐居所
Via Santa Caterina 13，
莱朱诺
电话: 0332 647172
www.santacaterinadelsasso.com
3月⾄10月开放
11月⾄次年2月
仅周六和周日开发

马焦雷湖缆车
Via Don C. Tinelli 15
拉韦诺-蒙贝洛
电话: 0332 668012
www.funiviedellagomaggiore.it

阿尔弗雷多·宾达博物馆
Piazzale Alfredo Binda, 
奇蒂廖
电话: 0332 604276
www.comune.cittiglio.va.it/
binda

陶瓷设计国际博物馆
Lungolago Perabò 5
切洛（拉韦诺-蒙贝洛）。
电话: 0332 625551
www.midec.org
全年开放，周⼀闭馆

波尔塔·博佐洛庄园
Viale Camillo Bozzolo 5
卡萨尔祖伊尼奥
电话: 0332 624136
www.visitfai.it
3月⾄11月开放
周⼀和周二关闭



70

-------
古⽼的故事

牧师堂
博物馆⼤楼
Via Card. Branda Castiglioni 1
卡斯蒂利奥内.奥罗纳
www.museocollegiata.it
全年开放，周⼀闭馆

塑料艺术博物馆
Via Roma 29
卡斯蒂利奥内.奥罗纳
电话: 0331 858301
www.comune.castiglione-
olona.va.it
全年开放，周⼀闭馆

公民考古学博物馆
Piazza Mazzini 1
塞斯托.卡伦德
电话: 0331 928160
www.simarch.org
全年开放
星期六闭馆

布鲁斯凯拉绿洲
Via Bruschera, 安杰拉
全年开放

博罗梅奥要塞
Via Rocca Castello, 安杰拉
www.borromeoturismo.it
3月⾄10月开放

----------------

⽡雷泽湖
阿尔卑斯⼭间的⼀颗宝⽯

烟⽃博物馆
Via del Chiostro 1/A
加维拉泰
电话: 340 7444130
www.paronellipipe
预约参观

布拉⽐亚湿地
Via Patrioti, 伊纳尔佐
电话: 0332 964028
www.lipu.varese.it

托普利茨庄园的
公园和花园
Via G.B. Vico 46, ⽡雷泽
www.varesecittagiardino.it

全年免费⼊场

庞扎别墅
Piazza Litta 1
⽡雷泽
电话: 0332 283960
www.visitfai.it

花⽥之地公园
Tel. 0332 435386
www.parcocampodeifiori.it

⼩弗吉尼亚岛
电话: 366 8250686
www.unescovarese.com
www.isolinovirginia.it

沃尔托雷修道院
Piazza Chiostro 23
加维拉泰
全年开放

埃斯滕塞宫和花园
Via Sacco 5
⽡雷泽
www.varesecittagiardino.it
全年开放
免费⼊场

----------------

卢加诺湖
⼩⼩旧世界

雷西亚洞⽳
Via Porlezza 63
克拉伊诺科诺斯泰诺
电话: 0344 72520
www.grottedirescia.it
4月⾄10月开放 

公民化⽯博物馆
Via Prestini 5
贝萨诺
电话: 349 2182498
www.montesangiorgio.org

奇科涅·莫佐尼庄园
Viale Cicogna 8
比苏斯基奥
电话: 0332 471134
www.villacicognamozzoni.it
3月⾄10月开放
周六和周日

福贾扎罗·罗伊庄园
Via Antonio Fogazzaro 14
Oria Valsolda 
电话: 0344 536602
www.visitfai.it/villafogazzaro

----------------

伊德罗湖
⼀⽚
清冽的⽔域

圣徒安东尼奥教堂
安福
www.romanicobrescia.it/
anfo.html

安福要塞
Via Calcaterra 6
安福
www.roccadanfo.eu
5月⾄9月开放
周六和周日

巴⼽利诺
www.bagolinoinfo.it

漫游伊德罗湖
www.lagodidro.it/it/eventi/
news/347-battello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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